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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大學邁入第三年受刑人報考踴躍
春暉獅子社贈報共襄盛舉
臺南監獄自106年設立學
士學位學程，107年開放對全
國各矯正機關招生報考，迄
今已邁入第三年，共計有大
一至大三班受刑人61名就讀
中。108年9月4日(星期三)上
午10點由典獄長郭鴻文及長
榮大學校長李泳龍聯合主持
管理學位學程合作教學點開
學典禮，國際獅子會300D1分區主席柯素美、臺南市
春暉獅子會會長駱秀枝等貴
賓40餘名蒞臨觀禮。
本學年新生受刑人計有
26名，13名遠自新竹、花
東、宜蘭等監獄戒護移監前
來就讀，報考人數較去年成
長35.7%，錄取總分也增加
1.5分，進入監獄大學的競爭
更趨激烈。有鑑於此，長榮
大學在課程規劃上特別新增
「烘培實務」、「人力資源
管理」、「知識管理」、

典座及副座與來賓合影
暨春暉獅子社贈報儀式

典獄長於典禮致詞
「飲食與文化」等科目，期
望給予學士班受刑人更多元
接觸知識的機會。另外，臺
南市春暉獅子會更結合社會
資源蒞監共襄盛舉，於大二
班及大三班開辦「讀報教
育」課程，培養學生提升閱
讀能力與國際視野。
此次最年輕的新生僅
26歲，槍砲案施同學入監前

觀賞長榮大眾傳播系
採訪本監學士班影片

李校長頒發新生禮
通過FGA高級實驗術科考試，
在新竹監獄執行時得知招生
資訊後，在父母親支持鼓勵
下，重拾書本通過入學考
試，希望就讀期間提升英文
與商業經營、企業管理等知
能，出監盼考取寶石鑑定師
繼承家中珠寶事業。另一名
吳同學，入監前僅有國小學
歷，在花監一路自國中、高
中補校苦讀而來，學習生涯
即將邁入第七年，年少失學
的他，毅然決然地立志終生
學習，充實自我。因家中父
母雙亡，求學期間學費開銷
始終是阿姨在支持著他，除
了感激之外，希望能以學士
學位報答阿姨的付出與支
持，也給自我一個重新出發
的機會。
活動結束前，特別舉行
贈報儀式，期待未來四年
後，收容人將可在監獄中取
得大學文憑，重新出發，順
利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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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聲悠揚「道」愛語‧翻轉人生「 」開始
第一階段第四期向陽計畫結業典禮暨家庭日活動
本監自106年7月起，與台塑企業暨王詹樣
公益信託合作推動「向陽計畫」，藉由社會企
業資源挹注，給予毒品施用收容人多元協助與
關懷，本計畫自107年度起更結合矯正署推動
之「科學實證」七大面向課程，再透過生理、
心理、家庭支持與技能訓練等處遇，協助毒品
收容人習得一技之長，提升其回歸社會及家庭
生活之能力；本年度第四期向陽計畫自108年
3月18日開課，計有39名收容人完成課程，並
全數考取喪禮服務丙級證照（錄取率100
％），這擁有一技之長的成果，為毒品收容人
復歸社會後之社區戒癮治療做好全新開始的準
備，期使與家屬、收容人建立共識，達到終身
離毒的目標。
蔡法務部長清祥日前強調：「強化家庭支
持措施之目的，都是盼望讓家人的親情去感化
他，安定人心，也減少以後再入監的機會」。
爰此，本監於108年9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時
舉行結業典禮暨「家庭日活動」，共有收容人
39名，家屬41名參加，家屬出席比例高達6
成，順利啟動修復家庭關係的關鍵；本期莊同
學因毒品案件反覆進出監獄，不僅傷害自己更
傷害最愛的家
人，課程前莊
同學因對家人
的愧疚，一昧
逃避，始終無
法鼓起勇氣與
母親聯繫，透
過家庭支持課
程上的種種啟
發，逐漸體會
愛在 雲端 與 家屬 合 照
母親的期待，

在老師鼓勵下
提筆寫信，當
母親回信表達
對他的思念
時，莊同學忍
不住落下男兒
淚，難得的是
母親與兒子出
席結業典禮暨
家庭日活動，
家屬欣慰收容人
給予實際上的
的改變及進步
支持，這正是
修復家庭關係最好的分享與見證。
本次結業家庭日由「上善心理治療所」
3位專業心理師與社工師帶領收容人與家屬進
行溫馨互動活動，播放收容人錄製對家人「道
謝」、「道歉」、「道愛」以及對過去自己
「道別」影片，並吹奏「望月想愛人」、「感
恩的心」及演唱「想厝的心情」等歌曲，展現
學習陶笛與合唱之成果，更表達對家庭的渴
望，隨後透過健康操的演出，邀請家屬一起融
入互動，沉浸在愛的氛圍中，讓家人感受收容
人學習期間的沉澱與蛻變。
活動中也設置「學習成果展示區」及「親
子溫馨合照區」，一方面向家屬具體展現學習
成果，一方面提供親子互動、營造溫馨的情
境，期盼藉由活動帶領家屬及收容人看見戒毒
成功的希望。更特別錄製收容人「愛的語
言」，製作成光碟贈送給家屬，並運用通訊軟
體（LINE）將收容人與家屬合照之電子檔，於
活動結束後由該監分享傳送至家屬手機，以提
供家屬即時下載並儲存照片之用，使家屬思念
之情可透過手機照片瀏覽，得以紓解，讓這份

千里傳親情
溫 馨 話 我 心 1 0 8年 中秋節 電 話懇親 活 動
中秋節，在這鄉愁與團
圓兼具的日子裏，也是全家人
團聚的重要時刻，而收容人此
時心中卻是充滿思念與感恩。
本監為使收容人能在佳節前
夕，透過電話連繫，來與摯愛
的親人串連情感、訴說思念，
同時紓解收容人年節思鄉情
緒，特於108年9月3、4日（星
期二、三）一連2天，上午9時
至下午4時於本監一舍上走廊
舉辦「108年中秋節收容人電
話懇親活動」，此次活動共計
1487名收容人報名參加，其中
7名收容人透過電話與旅居國
外的摯親互道平安，互祝佳節
愉快。

中華電信公司臺南營運
處為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特
於每年傳統三大節日，均鼎力
協助本監辦理收容人電話懇親
活動，除提供60部國內電話話
機與2部國際電話話機共襄盛
舉外，工程人員也於活動前二
日，即開始忙碌的裝設線路並
一再測試，希望透過最佳的通
話品質來傳遞收容人與家屬間
的親密對話與思念。雖然只有
短短10分鐘的話家常、訴情
懷，卻是他們日夜引領企盼，
能聽到熟悉的聲音，也是他們
服刑中最佳的支持來源與動
力。
電話懇親的目的主要是

同 學拿起 話筒 道 盡思 念
藉由電話牽起收容人與家人彼
此思念與情感聯繫，我們相
信，這穿越高牆的對話，將使
收容人與家屬緊緊凝聚在一
起，成為他們脫胎換骨、浴火
重生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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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矯正機關收容人微廣告設計比賽」
賀「本監於59組作品進入複賽決賽榮獲
【優勝】 殊榮
努力過程，該段以縮時攝影展現逗趣風貌。最
後一段先行展現受刑人在外違法亂紀之行為，
巧妙轉化為工藝班各項引以為傲的漆器等技
藝，該段饒富趣味與詼諧又不失嶄露「希望」
之光。
本監教化藝文與作業技訓亮點，教化部分
以大學學士班和以家庭支持、親情為主軸的各
項教化活動最具特色，而作業技訓部分，則以
漆器技藝和手工皂為特色，為將本監亮點與矯
正四大核心結合宣傳，構思上述四個片段作為
契合點。
最後感謝所有參與製
作、演出之同仁與同學，
亦特別感謝長榮大學大
眾傳播學系之陳彥龍副
教授與系上同學馬恩
凱、黃昱儒、許定洲
三人參與拍攝、收音
等事項，此榮耀與您
分享！

優勝

法務部矯正署今年舉辦收容人微廣告競
賽，鼓勵各監所激盪創意，拍出符合矯正機關
形象及精神的微廣告，除了宣導矯正署推動的
各項新措施，傳達收容人渴望重生、向善的心
情，也可藉由影片介紹拉近民眾與監所的距
離，有助於矯正業務順利推展及收容人復歸社
會。
本次競賽各監所收容人發揮創意、參與製
作拍攝完成59支影片，這些影片先在網路匯集
按讚數，網路人氣也佔評選總分的30％，另外
的70％則是總決賽當天3位專業評審觀賞影片
後的給分。共有20支影片脫穎而出進入決賽。
決賽於22日公布結果，這些滿滿洋蔥的影片都
可在矯正署「108矯正聯展」FB粉專看到。而
本監作品《幸運草進行曲》經評選結果榮獲
「優勝」。
本監作品《幸運草進行曲》創作理念參照
法務部矯正署之矯正核心理念，即「真愛、幸
福、信心、希望」四大核心為創作主軸。本片
一開頭以同學彈奏鋼琴畫面，與其母親、父親
的關係修復、情感交流互動，呈現親情間的
「真愛」價值。第二段則是以本監舉辦「家庭
繪本」活動為「幸福」段之內容，將親子間親
暱互動及共同參與製作「家庭繪本」為主，輔
以收容人訪談進行剪輯。再來「信心」篇以同
學收受家書卻目不識丁請他人代讀，從而踏上
求學之路，並考取本監附設長榮大學學士班之

微廣告「優勝」獎座

「開卷有益•書發身心」108年收容人書展活動
沉浸在書本裡，再小的
空間都會變得寬闊，再短的
時間都會無限延長；對於身
陷囹圄的受刑人來說，書本
更是淨化心靈、豐富精神生
活的最佳利器。故每年本監
都會舉辦優良書展，今年舉
辦日期為 10 月 22 日至 23 日，
讓好書「書」解受刑人與工
作同仁的心情，同時補充優
良知識。
監方為有效管控展示圖
書的品質與保障同學購書的

同學翻閱書籍內
容尋找所需之書

同學盡情地挑選卡片
權益，事前舉行「書展審查
委員會議」以達到制度化、
公開化及合理化之目標；經
過甄選，「金石堂」獲得合
作機會。展售書籍包括近三
年來出版的各類佳作讀物並
具有積極、正面、健康取
向，像是勵志心理、文學創
作、社會科學、休閒旅遊、
親職教育等類別叢書。最新
暢銷書籍與新穎的雜誌可說
是會場的人氣王，因為那是
同學得以與外面社會接軌的
最佳途徑；法律、財經等圖

書，是同學得以跟上社會潮
流的管道；字典以及信紙、
卡片則是最為搶手，既實用
又能與家人溝通交流。近 7 千
冊、各門領域的圖書，讓每
一位同學盡情的暢遊好書，
享受「讀冊」的樂趣！
書展的會場，職員同仁
的身影不斷穿梭其中，手上
的書籍同樣是一本接著一
本，選讀好書的心意一點都
不輸給同學呢！本次收容人
參加書展人數1606人，總銷
售金額逾34萬元，讓全監一
起享受「書之饗宴」！
書中的萬千世界，沒有
世俗的紛擾，只有盡情的倘
佯、忘情的品味；勇敢的與
作者或是書中的主角對話，
展開一趟的心靈之旅。不管
今天選了哪一本書，靜下心
思咀嚼每一個文字—讀書原
來是這麼一件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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