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105年 11月份教化業務及更生保護業務執行概況 

教化業務辦

理事項： 
105年 11月份實施教化活動情形：。 

※ 11月 2日結合【王玉燕編織教室】資源，辦理收容

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人格及

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王玉燕老師，蒞所實

施編織學習【編織學習營-編織水壺袋】輔導課程，

計女性收容少年 4人參加。 

※ 11月 2日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新竹區會】資源，

辦理收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

的人格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陶儀老師，

蒞所實施得勝者情緒管理【得勝者-情緒管理：認識

情緒、紓解壓力管道、適當表達情緒】輔導課程，

計男性收容少年 20人。 

※ 11月 2日結合【新竹市家長聯合會】資源，辦理團

體輔導方案收容人【傳薪微光生命教育課程】系列

課程，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邀張育雯老師蒞

所實施【微光天使-聽歌靜心、分享自己的優缺點】

輔導課程，計少觀所 20名參加。 

※ 11月 2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年度戒癮團

體輔導方案【科學靜坐】教育課程，邀請釋慧廣法

師及陳綺賢老師蒞臨實施【科學靜坐-口說好話，心

想好念，身行好事，腳走好路/能孝才有善，真正的

好人從盡孝開始。/聽到好話，要如海綿遇水，牢牢

吸住。/有量就有福，有福心就靈，是謂"福至心靈"】

靜坐課程，計參加戒癮輔導方案收容人 20人參加。

（含毒品犯受刑人 7人） 

※ 11月 3日結合【新竹市家長聯合會】資源，辦理團

體輔導方案收容人【傳薪微光天使團體輔導】系列

課程，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邀鄭美鳳老師蒞

所實施【微光天使- 咖啡豆繪圖，用咖啡渣排出自

我情緒、你想表達甚麼?】輔導課程，計少觀所 18

名參加。 

※ 11月 4日結合「勞動部勞動署桃竹苗分署竹北就業

中心」資源辦理職場接軌講座，邀卓貞岑等 3 名貴

賓蒞臨實施【翻轉人生從心開始、職場趨勢及就業

思考、重返職場心理準備/就業服務站簡介、免費求

職電話、失業給付介紹】輔導課程，計一工、女所

收容人代表 74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30人） 

※ 11月 7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喜悅讀書會

課程，邀陳孝芸等 3人蒞臨實施【喜悅讀書會-暖身

運動、談讀書、憂心與掛念意義】讀書會輔導課程，

計一工收容人 43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21人） 

※ 11月 7日結合【基督教靈糧堂】資源，辦理收容人

 



宗教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人健全人格及革除陋習

的勇氣與力量，敬邀劉惠強等 14名老師，蒞所實施

【破冰：笑話分享/影片分享：我的故事/詩歌分享：

你是唯一、你的愛不離不棄/老師見證分享/老師帶

領同學禱告/受洗儀式】宗教輔導課程，計女性收容

人 40人參加(含毒品犯 13名)。 

※ 11月 7日結合【天恩彌勒佛院】資源，辦理毒品犯

及酒癮收容人輔導方案【熱愛大自然系列】生命教育

輔導課程，俾強化其生活輔導效能，敬邀天恩彌勒佛

院彭榮水及林榮彬講師，蒞所實施生命教育【熱愛大

自然-討論生存美學：價值、意義、健康、快樂、歡

喜、幸福】輔導課程，計少年收容人 18名參加。 

※ 11月 8日結合【淨心協會】資源，辦理收容人生命

教育暨反毒宣導輔導課程，俾強化生活輔導效能，敬

邀新竹市淨心協會彭正中老師，蒞所實施【高關懷反

毒教育- 毒品危害、講師生命歷程】課程，計收容人

20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16名） 

※ 11月 8日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新竹區會】資源，

辦理收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

人格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陶儀老師，蒞所

實施得勝者情緒管理【如何面對情緒；集中注意力在

現在的感受；為情緒命名；接納和面對】輔導課程，

計男性收容少年 15人。 

※ 11月 8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少年生命教

育輔導方案【弟子規-生命教育】課程，邀請陳綺賢

老師蒞臨實施【生命教育-對父母孝順不夠、對家庭

照顧不周、對國家社會奉獻不夠】輔導課程，計少年

收容人 16人參加。 

※ 11月 9日結合【王玉燕編織教室】資源，辦理收容

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人格及

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王玉燕老師，蒞所實

施編織學習【編織學習營-鑰匙圈狗】輔導課程，計

女性收容少年 3人參加。 

※ 11 月 9 日結合「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新竹分會」，

辦理 106年 1、2月份預定出所受刑人入監輔導之大

團體輔導宣導活動，邀請「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周副校長德君講師，入所專題演講【大團體輔導-

生命在峰迴路轉處成長戒成專案、更生就業、職訓

資源簡介】，計收容人 43 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13 人）。附寄受課學員接受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問

卷調查表及自我效能量表，計 43份（含毒品犯受刑

人 13人）。（更保新竹分會） 

※ 11 月 9 日夜間視訊教化，辦理【賡續辦理強化 95



年新修正刑法宣導，於晚間 18時視訊教化辦理【95

年新修正刑法、防杜欺凌宣導短片】宣導，俾強化

本所法治教育效能）。】宣導，計全所收容人 302人

（含毒品犯受刑人 67人）。 

※ 11月 9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年度戒癮團

體輔導方案【科學靜坐】教育課程，邀請釋慧廣法師、

古淑爰老師蒞臨實施【科學靜坐-兩腿盤坐，手放膝

蓋上，兩手自然平放/眼睛可閉或自然打開平視。/

靜坐重點在修心不在姿勢/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

他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要批評別人時，

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無缺。】靜坐課程，計參加戒癮

輔導方案收容人 20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9人） 

※ 11月 10日結合「新竹市衛生局」資源辦理衛生教育

實施【衛生教育-AIDS防治正確觀念、自殺防治健康

教育宣導、認識憂鬱症。】輔導課程，計女所收容人

代表 40人參加(含毒品收容人共 13名)。 

※ 11月 11日結合【新竹市家長聯合會】資源，辦理團

體輔導方案收容人【傳薪微光天使團體輔導】系列課

程，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邀鄭美鳳老師蒞所實

施【微光天使- 烘焙教室：自製吐司，將心情表現於

吐司上/自調奶茶】輔導課程，計少觀所 16名參加。 

※ 11 月 11 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喜悅讀書

會課程，邀陳孝芸等 3 名蒞臨實施【喜悅讀書會-

吃虧的奧妙/吃苦增福歌】讀書會輔導課程，計收容

人 10名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3人）。 

※ 11 月 11 日結合「天主教福音小組」資源辦理宗教

輔導課程，敬邀趙修嫻、朱水英、李黛新老師蒞臨

實施【宗教輔導-詩歌朗誦、欣賞大自然-一花一草

一世界】宗教輔導課程，計二舍收容人代表 10人參

加。 

※ 11月 14日結合新竹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反毒衛

生教育課程，邀涂麗貞各館師蒞臨實施【反毒衛生教

育-介紹毒品種類及對身體之危害、戒除毒癮三部

曲。】輔導課程，計第一工場收容人 47人參加(含毒

品犯 20名)。 

※ 11 月 14 日結合【天主教福音小組】資源，辦理成

年收容人宗教教誨輔導課程，俾強化生活輔導效

能，敬邀許桂美老師，蒞所實施【詩歌導唱：耶穌

愛你、最浪漫的事、窗外有藍天/生從何來，死從哪

去?-討論與分享/誦唸聖母經/全體禱告。】宗教輔

導課程，計女所收容人 28名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10名）。 

※ 11 月 14 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團體輔



導方案收容人【喜悅讀書會-暖身運動、主題：樂觀

進取、結論：每個人都有同樣的 24小時，樂觀進取

才能創造不同的人生】，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

邀黎維貴等 3 名老師蒞所，計收容人 47 名參加(毒

品犯收容人 20名)。 

※ 11 月 15 日夜間視訊教化，辦理【賡續辦理強化 95

年新修正刑法宣導，於晚間 18時視訊教化辦理【95

年新修正刑法、防杜欺凌宣導短片】宣導，俾強化

本所法治教育效能）。】宣導，計全所收容人 292人

（含毒品犯受刑人 67人）。 

※ 11月 15日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新竹區會】資源，

辦理收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

人格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陶儀老師，蒞所

實施得勝者情緒管理【得勝者-情緒管理三部曲、學

習情緒心理防線第二步：引發情緒的原因與調整焦

點】輔導課程，計男性收容少年 15人。 

※ 11月 16日夜間視訊教化，辦理【就業快易通-社區

服務篇】宣導，計女所收容人 34人（含毒品犯受刑

人 10人）。 

※ 11月 16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年度戒癮團

體輔導方案【科學靜坐】教育課程，邀請釋慧廣法師、

古淑爰老師蒞臨實施【科學靜坐-靜坐要領/靜坐意義

/人生哲學：人生不一定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靜坐課

程，計參加戒癮輔導方案收容人 20人參加。（含毒品

犯受刑人 7人） 

※ 11 月 16 日結合【新竹市地方法院檢察署】資源，

辦理收容人【法律巡迴宣導講習】課程，俾強化品

德及法治教育，敬邀陳子圍檢察官蒞所實施【法律

巡迴宣講-毒品教育及條文、酒駕規法及現狀、詐欺

案件】輔導課程，計一工收容人 47 名參加(含毒品

犯 20名)。 

※ 11 月 16 日結合新竹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反毒

衛生教育課程，邀范永欣老師蒞臨實施【反毒衛生

教育-反毒衛生教育-毒品介紹、預防毒品、拒絕”

五不曲”】輔導課程，計第二舍房 11 加(含毒品犯

11名)。 

※ 11 月 17 日結合「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新竹分

會」資源辦理更生保護業務宣導講習，邀黃政馥等

4人蒞臨實施【更生保護法令宣導/家庭服務與支持

方案簡介/小額貸款簡介/就業協助、就業資訊輔導/

小團體輔導分組討論/學習互動活動心得分享討論】

輔導課程，計 12、1 月出所收容人 29 人參加。（含

毒品犯受刑人 7人） 



※ 11 月 17 日結合「竹北就業中心」資源辦理更生保

護業務宣導講習，邀邱均澤老師蒞臨實施【出所講

習-就業服務站簡介、免費求職電話、關懷專線，求

職方式介紹、失業給付介紹。】輔導課程，計 12、

1月出所收容人 29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7人） 

※ 11 月 18 日結合【王玉燕編織教室】資源，辦理收

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人格

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王玉燕老師，蒞所

實施編織學習【編織學習營-做蝦子吊飾：祕魯結、

斜捲結】輔導課程，計女性收容少年 4人參加。 

※ 11月 18日結合「新竹市心理師工會」辦理毒品收容

人性別主流之基本概念宣導講習，邀請劉秀珠心理師

蒞臨專題演講【戒癮團體課程-聖歌導唱：腳步/探

討”問題”/人生許多都無法選擇，重點在於如何應

對/用何種態度去面對回應問題/善待、善解、才能善

循環/成為可以經營幸福的人/集中精神在”你能改

變的事”/不浪費在不可抗拒之因素上/覺察，才能帶

來改變/接納不能改變的 

】生命教育課程，計女所全體收容人共 28人參加(毒

品犯  人)。 

※ 11月 21日結合【天恩彌勒佛院】資源，辦理毒品犯

及酒癮收容人輔導方案【熱愛大自然系列】生命教育

輔導課程，俾強化其生活輔導效能，敬邀天恩彌勒佛

院彭榮水及林榮彬講師，蒞所實施生命教育【熱愛大

自然-孝道如何報恩、何謂兄道友、弟道恭、音樂欣

賞】輔導課程，計少年收容人 18名參加。 

※ 11月 21日結合【天恩彌勒佛院】資源，辦理毒品犯

及酒癮收容人輔導方案【熱愛大自然系列】生命教育

輔導課程，俾強化其生活輔導效能，敬邀天恩彌勒佛

院彭榮水及林榮彬講師，蒞所實施生命教育【熱愛大

自然-孝道如何報恩、何謂兄道友、弟道恭、音樂欣

賞】輔導課程，計二舍收容人 8名參加。 

※ 11 月 21 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喜悅讀書

會課程，邀熊惠蘭等 3 人蒞臨實施【喜悅讀書會-

暖身運動、團康歌：小野菊及手語、貧窮與富有】

讀書會輔導課程，計一工收容人 44 人參加。（含毒

品犯受刑人 17人） 

※ 11月 21日結合「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資

源辦理少年法治教育課程，邀請何美珠主任觀護人實

施【法治教育-少年刑事案件、感化教育、保護管束

概念/兒少法案例宣導】課程，計參加少年收容人 15

人參加。 

※ 11 月 22 日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資源，辦理反



毒教育，敬邀李曉嵐老師蒞所實施【增進信心-聖歌

教唱：深深愛你/介紹政府對於老人及一般社福功

能、申請辦 

法/壓力適當管道/介紹上帝力量】團體輔導課程，

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深植反毒信念，計收容人

44名參加(毒品犯收容人 17名)。 

※ 11月 22日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新竹區會】資源，

辦理收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

人格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陶儀老師，蒞所

實施得勝者情緒管理【得勝者-如何經營好的人際關

係/品德核心價值/甘心放下自己的權益與期望/以智

慧表達自我感受/傾聽傾訴的重要性】輔導課程，計

男性收容少年 16人。 

※ 11月 23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年度戒癮團

體輔導方案【科學靜坐】教育課程，邀請釋慧廣法師、

古淑爰老師蒞臨實施【科學靜坐-靜坐姿勢/師父哲

學：人與人之間，人與大自然間都是息息相關的、虛

實在物理中是一種量感、當你愛自己時就不會傷害自

己和傷害別人、君子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站在半路，比走到目標更辛苦。】靜坐課程，計參加

戒癮輔導方案收容人 20人參加。（含毒品犯受刑人 7

人） 

※ 11月 23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集體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集體輔導教育課程

【集體教誨- 家暴類別、公共危險類別、原住民法治

教育、著作權法、】宣導，計收容人 23人參加。 

※ 11月 23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集體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集體輔導教育課程

【集體教誨-毒品類別、著作權法、酒駕罰則、修復

式正義、野生動物法】宣導，計收容人 17人參加。 

※ 11月 23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集體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集體輔導教育課程

【集體教誨-侵害身體類、消費者保護法、外役監條

例、著作權法、酒駕罰則、自殺防治宣導】宣導，計

收容人 30人參加。 

※ 11月 23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集體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附設

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集體輔導教育課程

【集體教誨-妨害性自主類別、品格教育、著作權法、

酒駕罰則、外役監條例】宣導，計收容人 25人參加。 



※ 11 月 23 日結合【新竹市妙光精寺】資源，辦理收

容人文康活動，俾培養收容人健全人格及革除陋習

的勇氣與力量，敬邀如正等 10名師，蒞所實施【新

春祈福法會- 福壽頇守規律、因果報應論、祈福灑

淨】活動內容，計收容人 87名(含毒品犯 35名)。 

※ 11月 24日結合【中華合一知見心靈成長協會】資源，

辦理收容人【翻轉人生】計畫，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

育，敬邀張瑋琪等 8名老師蒞所實施【翻轉人生-相

見歡(團隊介紹)和甦活身體-開心門-所有一切經歷

都是珍貴的成長機會，當我們碰觸了不敢碰觸的，釋

放了無力釋放的，轉化了不願轉化的，並做了新的決

定時，人生旅程就開始翻轉。影響命運的重要關鍵之

一【情緒】情緒的初階認識/短片賞析-影響命運的重

要關鍵之二【正能量】/小組心得分享】輔導課程，

計成年收容人 28名參加(含毒品犯收容人 12名)。 

※ 11 月 24 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

設新竹分監類別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

附設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類別輔導教育

課程【類別教誨教育-侵害財產收容人：解體贓車、 】

宣導，計收容人 18人參加。 

※ 11 月 24 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

設新竹分監類別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

附設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類別輔導教育

課程【類別教誨-毒品類型收容人、戒毒專線、如何

預防】宣導，計收容人 36人參加。 

※ 11 月 24 日結合新竹監獄教誨師資源，強化本所附

設新竹分監類別教誨之實施，由新竹監獄支援本所

附設新竹分監辦事簡榮瑞教誨師實施類別輔導教育

課程【類別教誨-違安收容人：公共危險罪、肇事逃

逸、酒後駕車】宣導，計收容人 46人參加。 

※ 11 月 25 日結合【國際佛光會】資源，辦理團體輔

導方案收容人【喜悅讀書會-責任感是人間最珍貴的

情操，負責任人都是有為者/承擔給人力量，也可以

具足信心。】，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邀古肇海

等 4 名老師蒞所，計二舍收容人 11 名參加(毒品犯

收容人 3名)。 

※ 11 月 25 日辦理收容人家庭輔導及修復式正義基本

概念宣導講習，邀請錢炳村律師蒞臨專題演講【修

復式正義-提出法律之疑問、理解法條及如何運用法

律、訴訟權、平等權】法律宣導課程，計二舍收容

人 7人參加。 

※ 11 月 28 日結合【天主教福音小組】資源，辦理生

命教育與宗教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人健全人格及



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沈亞彩修女，蒞所實

施【宗教輔導-詩歌導唱：讓愛走動/影片欣賞：屬

於聖誕節小卡通/不放棄、活在當下、堅持到底】，

計女所收容人 34名參加(毒品犯收容人 14名)。 

※ 11 月 30 日夜間視訊教化，辦理【賡續辦理強化 95

年新修正刑法宣導，於晚間 18時視訊教化辦理【95

年新修正刑法、防杜欺凌宣導短片】宣導，俾強化

本所法治教育效能）。】宣導，計全所收容人 290人

（含毒品犯受刑人 71人）。 

※ 11月 30日結合【新竹市家長聯合會】資源，辦理團

體輔導方案收容人【傳薪微光天使團體輔導】系列課

程，俾強化生命及品德教育，敬邀蔡如慧老師蒞所實

施【微光天使-心情卡片問答、最大興趣與專長、今

天的收穫】輔導課程，計少觀所 15名參加。 

※ 11 月 30 日結合【王玉燕編織教室】資源，辦理收

容少年團體輔導課程，俾培養收容少年健全的人格

及革除陋習的勇氣與力量，敬邀王玉燕老師，蒞所

實施編織學習【編織學習營-做蝦子吊飾、貓頭鷹吊

飾】輔導課程，計女性收容少年 2人參加。 
更生保護業

務辦理事項： 

與更生保護會緊密銜接辦理就業輔導 

105年 11月份辦理情形：（/毒品犯） 

收容人更生保護業務/家庭支持方案團體輔導宣導計

35/2人。 

收容人法律講習計 17人。 

收容人出監講習及就業講習計 15/1人。 

收容人就業資訊宣導計 15/1人。 

收容人入監輔導大團體輔導計 15/1人。 

函請辦理 105年 12月份出所受刑人更生保護各項入

監輔導措施 36/1人。 

函請辦理 105年 12月份藥癮個案出監前輔導聯繫措

施 2人。 

毒品施用者出所前入監銜接輔導 2人。 

辦理入監輔導 2人（毒品犯 2人）。 

申請轉介輔導 0人（毒品犯 0人）。 

支助返家旅費 2人（毒品犯 0人）。 

聯繫安置/家屬迎回/護送回籍 0人（毒品犯 0人）。 

※ 105年 12月預定出所毒品犯受刑人追蹤輔導計 2

人。（11月份假釋、易刑及臨時出所 1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