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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陳昊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羅○○；以菩薩仁慈心腸教化、以金剛霹靂手段

導正，將輔導工作自許為己任。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謝○○；個案有酗酒習慣，時常勸戒個案戒除酒

癮，並給予個案精神上之鼓勵與支持；了解個案工作情形，勉勵個

案努力工作，並以樂觀進取態度面對人生。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許○○；運用傾聽技巧，取得個案信任，並期勉

個案努力工作外，更加強家庭關係的處理，報表具體詳實均能按時

繳交，執行成果良好。 

4.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陳○；按月訪談個案，鼓勵個案認真工作，規律

生活，家人相當肯定個案的改變，個案輔導相當用心，報表具體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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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均能按時繳交。 

5.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呂○○；運用輔導技巧，協助個案就業，穩定個

案情緒，給予個案精神上之鼓勵與支持，對預防再犯績效卓著。 

6.輔導受保護管束人羅○○；善用身教代替言教，以身作則，扮演嚴

父角色，啟迪人心。 

7.參與本署社會勞動之推動，積極用心，對開發社會勞動機構，績效

卓著。 

8.積極參與本署觀護人室辦理之各項法律宣導活動，密切配合觀護工

作。 

9.積極參與本署反賄選宣導活動，不遺餘力。 

總結： 

觀護志工陳昊在 60幾年歲月裡，除家庭、職場都能成功地扮演著

各種生命角色外，在觀護志願服務的園地中，經過 20幾年的深耕，更

是每位個案心目中的好老師、好大哥。憶起觀護志工陳昊對個案的一

席話：當我們在一些難關面前停頓下來的時候，他總是說「你會把它

弄好的，憑你的聰明，這點小事是難不倒你的！」使的個案在面對生

命橫逆時，對本來視為畏途之挑戰，發生興趣。俗諺：「一句話可救人！」

這就是其煥發志工生命之寫造！ 

另配合觀護人於農曆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主動協調辦理慰

問清寒受保護管束人活動，不辭辛勞、出錢出力，讓受保護管束人放

鬆心情，玩味那溫馨關懷，領略「來電感覺」！使受保護管束人真正

體會到「觀護人及觀護志工，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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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稱道的是受理觀護人指定輔導案件期間，展現「雞婆到家」

精神，舉凡受保護管束人之生活、家庭、工作、交友，皆無微不至照

顧，視渠如親！視渠如子！試問？哪有頑石不點頭！真令觀護人自嘆

弗如。而渠斯志投入志工行列，讓受保護管束人灰暗的世界豁然開朗、

陽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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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詹秀鳳 女士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林○○；注重個案人格特質、給予充分尊重及愛

的關懷，誨人不倦、度化人心。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潘○○；注重個案人格特質、給予充分尊重及愛

的關懷，誨人不倦、度化人心。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潘○○；注重個案生涯規劃，促進家庭和諧，給

予充份尊重與關懷，誨人不倦，度化人心。 

4.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古○○；以柔克剛，扮演稱職慈母角色，喚起受

保護管束人人性光輝。。 

5.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胡○○；以宗教家之慈悲喚起人性之光明面，教

化人心，促使案主揚善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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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對於觀護業務之推動，不辭

辛勞。 

7.具備美容護膚證照專業，輔導個案本著「克服一個小困難就是一個

小成功，克服一個大困難就是大成功，凡事須全心全意，方能做好

事情。」教導個案從事事業再造，兼有一技之長，深獲受保護管束

人好評。 

總結： 

觀護志工詹秀鳳為虔誠之基督教徒，自擔任本署觀護志工以來，

犧牲個人家庭及事業上時間，不計名利、積極投入觀護工作、春去冬

來、朝朝暮暮，戮力奉獻！斯此為渠終生職志，對恢弘成年保護管束

之觀護工作，裨益廣效。 

此外平時更熱心社會公益活動並兼任監獄輔導老師。套句渠常說

的一句話：『我以傳揚基督福音為榮，以參與觀護志工為樂！』。 

「太陽，永遠不請假！」這就是觀護志工詹秀鳳最好寫照，對輔導中個案

「百分百」投入，若有問題反應，能隨時與觀護人保持互動，電話熱

線，受保護管束人哪敢造次再犯，因為觀護志工就是最佳「心靈捕手」，

任何一個狀況也不漏接。 

觀護志工本身有美容護膚證照專業，輔導個案本著「克服一個小

困難就是一個小成功，克服一個大困難就是大成功，凡事須全心全意，

方能做好事情。」教導個案從事事業再造，兼有一技之長，深獲受保

護管束人好評。經其輔導過的受保護管束人，無不淨化心靈，以慈悲

觀照人生，喜獲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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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陳廷文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郭○○；運用輔導技巧，協助個案建立良好人際

關係，改善工作環境，預防其再犯，執行成效良好。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蔡○○；關懷個案與家庭互動情形，並曉諭個案

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凡事以和為貴，對預防個案再犯，

著有績效。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馬○○；按月訪談個案，鼓勵個案認真工作，規

律生活，家人相當肯定個案的改變，執行情況良好。 

4.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胡○○；與個案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確實掌握個

案生活等情況，適時給予正向回饋，循循善誘，執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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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黃○○；與個案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確實掌握個

案生活等情況，適時給予正向回饋，循循善誘，執行效果良好。 

6.協助本署輔導個案中多件為性侵害案件，能於輔導過程中提供具體

有效之建議。 

7.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8.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總幹事，協助本署觀護業務之推動，

不辭辛勞。 

9.參與本署社會勞動之推動，積極用心，對開發社會勞動機構，績效

卓著。 

總結： 

除例行性接受受保護管束人約談報到外，並積極利用家庭訪視、

工作場所勘查、電話聯絡等方式來監督、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在噓寒

問暖之餘，就受保護管束人在就學、就業、就醫、就養方面給予必要

協助。使受保護管束人在法律規範下，尚能感受人心溫暖，啟迪渠等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迷途知返。 

另，觀護志工陳廷文向觀護人表示，從事觀護志工給他帶來之啟

發是「人一天天生活下去，不要求更多的東西；從而得到生活的樸素

真髓，這才是其快樂的志工生涯！」 

做個「全方位的志工」是其終身職志，除在本署擔任觀護志工外，

另於台東馬偕醫院、台東生活美術館、台東戒治所、台東泰源技訓所、

台東東成技訓所等，擔任志願服務工作，熱誠感人，尤其是常對受保

護管束人說上一句「我相信你！」讓受保護管束人帶來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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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個案輔導過程中，以心中發出慈悲的手，扶受保護管束人一

把；願意付出、肯做與無怨無悔感恩著天地賜與的德澤，讓更多受保

護管束人得以從心靈得到最大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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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黃啟民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孫○○；運用輔導技巧，曉諭個案守法觀念，執

行態度認真，均能按時繳交。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鍾○○；以專業技術及輔導諮商技巧；輔導案主

徹底改變，並控制案主病情發展，與觀護人保持最佳合作默契。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劉○○；積極認真，促使案主改變與家庭溝通和

互動關係，使的再犯徵候消失於無形。 

4.曾任台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長，卸任後仍對觀護工作積極投

入，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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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沈永東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林○○；善用輔導技巧，犧牲奉獻，任勞任怨，

力促案主改正缺失，洗心革面。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黃○○；個案為原住民有酗酒習慣，時常勸戒個

案戒除酒癮，並增加個案法律常識宣導國家酒駕重罰政策，了解個

案工作情形，勉勵個案努力工作，並以樂觀進取態度面對人生，按

時繳交報表，執行情形良好。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范○○；巧施情緒管理，注重案主個人人格之完

整，給予充分之尊重，及愛的關懷。 

4.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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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劉麗喜 女士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莊○○；執行態度認真，鼓勵個案認真工作，與

個案互動良好，按月約談訪視，對個案深入了解，填寫報表具體詳

實。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董○○；給予案主溫暖與愛，默默耕耘，但求付

出不求收穫！堪為表率。 

3.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賴○○；學養兼備，輔導案主駕輕就熟，適時幫

案主排難解憂，煥發案主人性光明面，並約束案主勿再犯。 

4.協助本署觀護人室案卷整理、個案資料登錄等行政工作，工作態度

積極認真。 

5.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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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吳坤南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常務監事，對於觀護業務之推動，

不辭辛勞。 

2.協助本署觀護人室辦理成功區便民報到業務，並提供受保護管束人

報到場地。 

3.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4.配合觀護人於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慶，協調辦理慰問清寒受

保護管束人活動，出錢出力，不辭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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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陳武雄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胡○○；以積極認真之作為，調和個案家庭溝通

及親子互動關係，對於預防個案再犯著有成效。 

2.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對於觀護業務之推動，不辭

辛勞。 

3.協助本署觀護人室辦理關山區便民報到業務，並提供受保護管束人

報到場地。 

4.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5.配合觀護人於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慶，協調辦理慰問清寒受

保護管束人活動，出錢出力，不辭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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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王延欽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李○○；個案為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按月進行

訪視，深入個案家庭生活，讓個案感受社會的溫暖。另案主有酗酒

問題，時常勸戒個案戒除酒癮，並給予個案精神上之鼓勵與支持，

期勉個案用心向上，報表內容具體詳實。 

2.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3.協助本署辦理成功區便民報到及義務勞務業務，無怨無悔，認真負

責。 

4.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常務理事，對於觀護業務之推動，

不辭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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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歐嘉惠 女士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嚴○○；運用傾聽技巧，取得個案信任，並期勉

個案在各方面努力外，更加強人際關係的處理，報表具體詳實，執

行成果良好。 

2.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3.協助本署辦理成功區便民報到及義務勞務業務，無怨無悔，認真負

責。 

4.擔任「臺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監事，對於觀護業務之推動，不辭

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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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洪若和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余○○；運用專業諮商輔導技巧，按月訪談個案，

報表具體詳實，執行成果良好。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蘇○○；執行態度認真，報表具體詳實，對預防

再犯績效卓著。 

3.協助法務部辦理 97年觀護業務業務視導工作，對於推動觀護業務革

新進步，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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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何淑觀 女士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陳○○；按月訪談個案，鼓勵個案認真工作，規

律生活，家人相當肯定個案的改變，個案輔導相當用心，報表具體

詳實均能按時繳交。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張○○；以宗教家之慈悲喚起人性之光明面，教

化人心，促使案主揚善棄惡。 

3.協助本署觀護人室案卷整理、訪談個案等行政及輔導工作，工作態

度積極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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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葉武燦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李○○；按月訪談個案，並深入個案家庭了解個

案生活及工作情形，全面性的輔導及約束個案行為，並就近時常觀

察個案，提供無形約束，個案輔導相當用心。 

2.協助本署辦理大武區便民報到業務，全盤了解大武區各受保護管束

人，並予以適當之輔導協助，無怨無悔，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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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李佩玲 女士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毛○○；個案年事已高且曾擔任民意代表，按月

訪視並以關懷代替輔導，執行態度認真，與個案互動良好，報表具

體詳實均能按時繳交。 

2.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3.協助本署推動社會勞動，對社會勞動機構之開發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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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98年度績優觀護志工 

林錦儒 先生具體優良事蹟 

1.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彭○○；按時繳表，持續鼓勵案主自省犯罪錯誤，

並提昇案主的道德觀。 

2.輔導受保護管束人王○○；個案去年曾短暫失業並有憂鬱症之情

況，在觀護志工持續關懷指導下，轉而積極就業，病情也獲改善。

目前個案工作情況穩定，並會主動與志工保持電話聯繫。 

3.協助本署辦理反賄選及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認真負責。 

4.協助本署推動社會勞動，對社會勞動機構之開發貢獻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