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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南區『 幸運草育樂營 』 活動
黃署長親臨走馬瀨農場與117㈴收容㆟家屬溫馨互動深獲好評

黃署長與來賓及家屬合影
為援助並提升收容人及
其家屬之鍵結強度，法務部
矯正署臺南監獄於108年11月
2日（星期六）上午9時假臺
南走馬瀨農場辦理「108年
『攜手同行•有愛無礙』南
區幸運草育樂營」活動，嘉
義至屏東地區14所矯正機關
協辦，計有收容人家屬117名
參加，期以育樂方式達成援
助並關懷收容人家庭之目
的。
本次育樂營以「親近自
然，尋找童趣，擁抱愛」為
主題，設計探索自然、親子
手作、農村古物導覽及親職
教育等互動體驗方式實施。
由幸福狗布偶、南臺科大
EMBA學生迎賓表演揭開序
幕，將熱情與活力感染參與
的家屬，緊接著邀請彼緹娃
藝術蛋糕觀光工廠帶領製作
萬聖節及幸福狗造型蛋糕手
作課程，當小朋友換穿烘焙
服，歡樂的笑容及期待的表
情顯露無遺。

教化輔導組李宗莉副組長及
郭典獄長與家屬切蛋糕同歡
矯正署黃署長俊棠特別
親臨會場與家屬近距離互
動，並在致詞中表示：法務
部蔡部長就任以來，針對收
容人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方
面列為施政重點方向，各矯
正機關積極辦理「及時雨-援
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
案」，包括對低收入戶家庭
的物資關懷、懇親活動交通
費補助等，重建收容人家庭
功能；另外，經由社會資源
的挹注，設置獎助學金以鼓
勵小朋友積極向學，在困難
中各矯正機關隨時給予家庭
關懷及協助，促使收容人感
念各界支持而達到教化之成
效，為其復歸社會，回歸幸
福家庭預作準備。

黃署長與製作翻糖蛋糕
小朋友及吉祥物合影

家屬於戶外大草原
進行趣味團康遊戲
隨後，進行「幸福在雲
端」活動，透過收容人製作
的祈福木牌與雲端視訊影片
傳達來自高牆內的祝福與思
念，貼心創意讓家屬備感溫
暖與感動。為使家屬藉由戶
外大地遊戲體驗，提升並強
化親子關係，於木馬大草原
進行趣味團康遊戲。午餐後
觀賞烏克蘭特技表演秀、哈
薩克飆馬秀並實施分組園區
導覽，再透過親職教育分
享，給予家屬支持與鼓勵。
最後，由教化輔導組李
宗莉副組長及本監郭鴻文典
獄長主持分享回饋，家屬對
於法務部矯正署首創的援助
措施及育樂營活動內容給予
高度肯定，經滿意度調查結
果「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及
「翻糖手作蛋糕課程」滿意
度高達98﹪。
活動結束後，由各機關
將幸福狗造型蛋糕轉送收容
人品嚐，並利用面對面懇親
播放本次活動影片，使其感
受子女的喜悅與祝福，提升
親子感情之連結，以發揮重
建家庭關係之處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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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攜手同行 • 有愛無礙 」
南區幸運草育樂營懇親家庭日
為延續收容人與家屬間
情感連結，並分享育樂營活
動之點滴，108年11月8日邀
請參與育樂營活動之20名家
屬至本監參加「南區幸運草
育樂營家庭日」面對面懇親
活動。
活動開始前，播放育樂
營回顧影片，使家屬與收容
人分享育樂營活動中的內
容，讓彼此共享活動歡樂時
光。本監教化科長於活動勉
勵受刑人瞭解家庭的重要性
並珍惜家人對自己的付出與
關懷，鼓勵家屬不要放棄受
刑人，也特別感謝「杯子蛋
糕」廠商及製作師傅將於春
節面對面懇親的贊助。
接下來進行本監臨床心
理師、社工師所設計的團康
遊戲「幸福家庭大富翁」帶
領收容人與家屬進行一系列
互動遊戲，有全家一起扮鬼
臉、可愛多連拍、親吻父
親、親子相互擁抱、一家人
互相搥背、比手畫腳猜詞、
射飛鏢等遊戲，內容豐富、
氣氛溫馨，父親的歡喜聲與

由吳姓收容人分享入監後心
路歷程，由於身揹20多年刑
期，服刑前兒子才一歲，家
人隱瞞自身狀況，直到去年
兒子10歲時，本監舉辦「親
子繪本活動」時，才與之相
見。吳姓收容人含淚感性的
說，和兒子現在的關係越來
越近，不只會叫爸爸，也時
常寫信說「爸爸我愛你」。
吳姓收容人表達親子間有這
樣的發展，真的非常感謝長
官的用心，也感受到家庭間
的溫暖，現在有了親情的陪
伴，願意耐心、安心的服完
刑，亦規劃好回歸社會後的
工作，並且朝著目標前進。

父親抱著孩子玩遊戲
畫面溫馨感動人心
孩子的童稚歡笑聲此起彼
落，孩子頻頻向父親道出思
念與撒驕，場面感動萬分，
也讓收容人把握當下與家人
親密互動，滿足相思之情，
共享天倫！遊戲結束後本監
也準備豐富且實用的獎品，
頒發給參與遊戲的小朋友，
以為獎勵。
最後家屬發表感言，表
示非常感謝法務部及監方辦
理這次活動，無論是育樂
營、家庭日都讓家屬感受到
家庭之間的連繫逐漸緊密，
也感受到收容人的蛻變，希
望多多舉辦類似活動。再來

家屬分享感動與感言

南臺科技大學108年「歲末溫馨送暖」活動
108年悄然地步入尾聲，為了表達對收容
人之關懷並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由南臺科技
大學石蔡金雪老師帶領該校魔法廚藝社、魔術
社、嘻哈文化研究社及原住民文化推廣社等
31名師生於108年12月19日蒞臨本監辦理108年
「溫馨送暖」歲末監所關懷活動。
收容人一進會場便被青春洋溢的氣息所吸
引，活動由南臺科技大學魔法廚藝社同學帶來
「可愛的ㄅㄧㄅㄧ寶貝」舞蹈萌翻全場，獲得
台下觀眾熱烈的迴響，接著由充滿神奇、變幻
的魔術社學員出場，手中搖曳著白色絲巾的魔
術師，突然往空中一擲，瞬間!白色絲巾神奇
地變成魔術棒
落入表演者的
手中，驚嘆聲
後，又搬出木
箱道具，在全
場 同 學 注 目
下，一位女同
學擠進狹小的
木箱中，魔術
師 拿 著 數 支 尖 本監秘書代表致贈感謝狀

銳的木樁猛力地往木箱插入，此時，見證奇蹟
的時刻，女同學居然毫髮無傷地從木箱中走
出，毫無破湛演出。令人驚奇。緊接著由嘻哈
文化研究社為大家帶來新潮的饒舌歌曲，歡樂
的氣氛，十分精彩。
隨後，由原住民文化推廣社同學舞出原住
民舞蹈的力與美，並邀請四位收容人上台勁歌
熱舞，嗨翻整場，最後，全體師生與收容人一
同合唱「站在高崗上」，唱出對明天的期待，
更唱出對新春的獻禮與祝福。
這是一場精彩的音樂饗宴，本監王秘書特
別代表感謝南
臺科技大學老
師及同學們的
付出與投入，
相信這份「溫
馨 送 暖 」 之
情，會深深烙
印在每位收容
人心中。

原住民文化推廣社與
收容人一同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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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網路與各式影
音平台已在無
形中影響著我
們的生活型
態，本監為協
助受刑人未來
順利復歸社
會，培養多媒
體影音實務能
本監典獄長與
力
，面對時代
扶 輪社 貴 賓合 影
趨勢得以適應
社會產業之變化，跳脫以往Office軟體的教學
思維，與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合作於樹德補校高
中部開辦「多媒體製作實務研習班」課程，計
有30名收容人參加，108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
午10點，由典獄長郭鴻文主持開業典禮，邀請
國際扶輪3470地區、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及友
社、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何性東
助理教授等貴賓蒞臨現場觀禮。
典獄長郭鴻文特別致謝各界協助本班順利
開設，並提及美國曾有對企業家夫婦，進入監
獄教導受刑人程式設計，幾年後他們順利賦歸
社會找到工作的例子，以及本監工藝班曾有2位
出監受刑人，自行開設工作室從事創作有成，
因此如何行銷作品，對所有想自行創業的受刑
人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為因應多媒體影音對於公私部門行銷策略
與業務亮點之旋風逐漸蔓延與成熟，本監今年
度向矯正署申請補助購置全新電腦設備30台，
經洽請台南夢時代扶輪社贊助經費，遴聘崑山
科技大學專業師資蒞監開課，提供「威力導演
軟體操作」、「劇組拍攝實務」、「影視行銷
提案企劃」等學習課程，並將本課程以多元選
修方式，融入108學年度高中部課程計畫，落實
新課綱素養之精神，提升收容人多媒體運用技
巧。
典禮中特別安排4位參與微廣告拍攝製作收
容人，針對「真愛、幸福、信心、希望」的矯
正核心價值，分享並回顧拍攝影片時的心得，
其中小菲收容人將以大提琴進行表演，彈奏獻
給母親的詩歌「奉獻」，重現影片拍攝情景。
本研習班由崑山科技大學 師 資 負 責 指
導，實作課程中將以
每4至5名學員組成
團隊，各隊從提
案、創作劇本、
撰寫分鏡表、拍
攝與後製剪輯，
配樂音效、角色化
妝與作品產出等一連
貫課程，預計明年
本 研習 班參訓 學員
6月結業時，展現並
自我期待之分享
分享學習成果。

給予家屬
「 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 」及時的溫暖
法務部矯正署推動「及
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
庭方案」，結合了社會資源
以扶助收容人家庭，使其遭
逢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時能
順利度過難關，透過多方協
助以增加對於收容人之關
懷，進而使收容人感念各界
之支持而改過遷善。法務部
蔡部長清祥曾特別提到:「受
刑人除接受制度內的戒護、
教化外，若能得到家人從旁
鼓勵，相信會有相輔相成之
效，因此應特別重視與受刑
人家屬一起感化的功能」。
本案實施對象為在監收
容人之父母、配偶及18歲以
下子女列為低收入戶者。其
中，（案例一）申請人A為收
容人母親，因父親近期剛開
完刀身體無力、言語困難、
意識不清，出院後於家中休

養，母親需照顧父親暫無法
到外工作，導致家中經濟困
頓；（案例二）申請人B為收
容人子女，具有低收身分，
因參與面對面懇親活動，給
予交通費補助之費用，透過
參與懇親活動以增進收容人
對子女關懷之情，彼此感受
到家庭親情的幸福時光，進
而提升家庭角色與功能。
108年9月20日及108年
11月21日本監教化科長、社
工師及合作社經理、社工員
等，親至收容人家屬住家進
行致贈慰問金並關心收容人
家屬狀況。家屬皆表示感謝
監方的關懷以及援助，期望
透過此方案成為家庭支持的
力量。
108年物資關懷服務共計
4人次、交通費補助共計2人
次。

本監教化科長及合作社
經理致贈關懷慰問金

本監教化科社工師
致贈家屬關懷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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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獅子盃全國矯正機關藝術美展比賽
榮 獲 油 畫 、 漆 器 雙 料 冠 軍 佳 績

名稱： 哇係台灣郎 名次： 第一名

名稱： 金魚滿塘 名次： 第一名

名稱： 哺育 名次： 第三名

創作心得：此作品背景以台灣
農業社會，進入加工、生產然
後開始因為生活的富裕在藝術
方面公共建設方面都蓬勃發
展，身為一個台灣人能在這樣
的環境下成長感到驕傲，故大
聲說出：「哇係台灣郎」。

創作心得：此漆為「研出蒔
繪」作品，以九條金魚代表完
美，在水塘中，生意盎然的游
動，籍其偕音，金玉滿堂，以
視吉祥如意富貴之意。

創作心得：母愛是無法取代
的，是偉大的，對子、女更是
無私的奉獻，所有的重心便都
放在下一代身上，此作品表達
女性之偉大，並以康乃馨環繞
周圍，運用寫實的技法來呈現
來表達對母親的養育之恩，銘
記於心。

1 0 9 年 生命教育、家庭支持、酒精戒癮
第一季 〜教化影片〜工場播放時刻表

招生資訊

為增加本監教化處遇之多元性，以生活實際案例
融入各領域新知，提供生動的家庭及生命教育，預定
自2月起每周三中午12：00〜13：30，於各工場公播
系統播放一系列影片。鼓勵同學踴躍收看，本刊歡迎
同學投稿觀後心得。

招生班別：109年度科學實證戒毒班
授課日期：109年3月16日至9月中旬
招生名額：24名
招生類型：施用毒品收容人
課程內容：七大面向：成癮概念及戒癮策略、
家庭及人際關係、職涯發展及財務管理、毒品
危害及法律責任、衛生教育與愛滋防治、正確
用藥觀念及醫療戒治諮詢、戒毒成功人士教育
欲報名者自即日起請洽教區教誨師

播放時 間
（1 2 : 0 0）

孩子們，讓我們一家團圓吧

家庭支持

2/05(三)

我家有個更生人

家庭支持

2/12(三)

我家老公戒酒記

家庭支持

2/19(三)

貨櫃車司機家庭-浪子的心聲 家庭支持

2/26(三)

來不及跟爸爸說再見

生命教育

3/04(三)

我的爸爸是流氓

生命教育

3/11(三)

好好說再見

生命教育

3/18(三)

共生互助，打造新生活

生命教育

3/25(三)

刺青爸爸找幸福

家庭支持

4/01(三)

我想有個家

家庭支持

4/08(三)

流浪者之歌

家庭支持

4/15(三)

何處是我家

家庭支持

4/2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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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癮策略課程

主題

衛生教育課程

播放 片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