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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71週年慶系列活動全國幸運草市集新聞稿 
                              活動時間：105年 8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9時 30分 

  活動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川堂及府前廣場           

連絡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唐組長研田 

電話：02-27371232 ; 0910216146 

e-mail：aca 215 @mail.moj.gov.tw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謝主任淑娟 

        電話：04-22236240; 0936-957048 

        e-mail：after-care403@mail.moj.gov.tw 

 

   ～臺灣大道 幸運草市集 買好運瘋寶可夢～ 
   「每個聖人都有過去，每個罪人皆有未來」，為協助誤入歧途的

更生人回歸社會，本會長期致力於輔導更生人開創事業，並促進更

生人與社區的對話及再融合，協助創業更生朋友行銷事業產品，本

會自 101年初起規劃各分會辦理更生市集，全國各地接力辦理，它

已開枝散葉，遍地開花結果。102年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同

推動假日市集活動，103年更進一步結合福報購商品網路平台協助

行銷更生商品及辦理公益市集。104年本會 70週年慶全國分北中南

東四區辦理幸運草市集，並規劃建置幸運草市集更生人商品網路展

示平台。本年度除於臺北市司法新廈管委會福利社攤位行銷更生商

品，並運用法務部毒品業務補助專款及結合社會資源於臺中市政府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川堂及府前廣場創新舉辦全國幸運草市集。除藉

此肯定更生人自我價值外，也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

同時邀請貧困的更生人家庭參加，讓彼等暫時釋放壓力，享受難得

的親子共遊機會。本次活動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添盛檢察長

(兼任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主持，特別邀請法務部長

官、臺中市政府林佳龍市長以及來自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及監所首長

與產官學各界佳賓參與本次盛會。主辦單位創新規劃時下最夯寶可

夢，櫻花花瓣誘餌施放，歡迎親子同遊曬幸福，踴購更生商品，買

好運瘋寶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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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保之愛 反毒英雄 攜手共築 無毒家園  

  毒品係阻礙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不僅拖累整體勞動力的下降， 

嚴重影響國人生活及經濟發展，眾所皆知大多數犯罪案件，係由

毒品犯罪衍生而來。不可諱言，一日吸毒，終身難戒，雖經矯正

機關長期教化戒治，毒品犯再犯率仍居高不下，其已是各國政府

施政面臨的普遍難題。蔡英文總統也在今年全國反毒會議上公開

宣示，新政府將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反毒」就是最重要

的任務。本會長期致力更生保護工作，並不遺餘力協助政府推動

反毒政策。近年各分會積極輔導毒品前科更生人安置收容、就學

就業，給予創業貸款，連結家庭支持，在分會的輔導及協助下，

為數不少毒品更生人創業有成或在不同職場表現亮眼，難能可貴

的是彼等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行有餘力以

自身戒毒成功經驗，深入監所及校園、社區現身說法，或提供更

生人工作機會及從事公益活動，積極回饋社會。本次市集邀請全

國各地多位毒品前科轉型成功更生攤商參加並將現身說法，呼籲

徘徊犯罪邊緣莘莘學子及社會大眾，勇敢拒絕毒品誘惑，全民共

同展現善心和愛心，攜手建立無毒家園。 

        神秘巨蛋 美侖美奐 食藝精華 盡在更生 

   本次活動主要行銷臺灣各地更生人創業商品，包羅萬象，琳 

瑯滿目，涵蓋各行各業，舉凡文創美食，各項民生所需，最夯商 

品應有盡有。現場特別安排創意巨蛋開幕儀式以及專業人員走秀 

帶出各分會特色更生商品介紹。除提供 DIY手作及特價優惠，並 

特別規劃 10時、11時和 13時三階段的寶可夢，櫻花花瓣誘餌施 

放，將使寶可夢出現的數量增倍，買好運瘋寶可夢。另外還有消 

費滿額摸彩抽大獎及反毒有獎徵答，多買多中，好康享不盡。活 

動攤商中不乏創意優質商品，等著您來發現推廣。所謂行行出狀 

元，他們的未來，充滿無限可能，若持續鑽研，在技術上精益求 

精，假以時日，不無可能就是臺灣下一個吳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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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饗宴 鳳凰展翅 金曲歌王 現場同歡 

   本市集結合臺中市市政商圈人潮辦理活動，預期將吸引眾多人

潮前來消費，有效提昇更生產品能見度。為增進市集之趣味性與

聚焦民眾目光，特別邀請本會輔導創業有成更生藝術達人、更生

人藝術表演團體、安置處所收容同學及愛心藝術團體等共襄盛舉 

，讓社會大眾瞭解更生朋友多才多藝的一面。 

 為增進市集之能見度與聚焦民眾目光，特別聘請認同更生保護

會理念，長期參與監所年節關懷活動，關懷更生朋友之金曲歌王施

文彬擔任更生大使，藉由其知名度共同行銷更生商品。 

       卓越願景 踏實築夢 點亮希望 感謝有您  

本次活動藉由「幸運草」這微小且柔弱的植物，隱身於市集中，

引領發現者，照見平凡中的幸福、生活中的喜悅，並藉此讓他們獲

得自我肯定的機會，也讓民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歡迎各界共

襄盛舉。    

本次活動廣邀來自四面八方有志司法保護工作的朋友及社會

大眾共聚一堂，希望彼此能感受到為更生保護工作付出的快樂和熱

情，期盼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以實際行動關懷及接納更生

人，支持購買更生產品。並歡迎提供意見供改進研發，以提昇產品

品質，幫助更生人重生之路成長茁壯。 

              

附件一有我無毒 反毒總動員～105年全國幸運草市集活動流程表 

附件二 輔導故事人物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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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 71 有我無毒 反毒總動員～全國幸運草市集活動程
序 表 

時間：105年 8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川堂及府前廣場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3段 99號） 

時 間 所需

時間 

活 動 內 容 活 動 說 明 

08:30-

09:30 

60分 各攤商場佈 

舞台區排演 

 

09:30-

10:00 

30分 暖場 

幸運草市集區開始展售 

 

10:00-

10:03 

3 分 司儀開場及介紹與會長

官及貴賓 

司儀：李得全先生 

       林妍如小姐 

10:03-

10:08 

 

5 分 啟動儀式～ 

「有我無毒・開啟新生」 

幸運草市集歡樂購 

1. 大型巨蛋內放置各式更生商品，在

巨蛋外打上大型蝴蝶結。 

2. 邀請法務部張次長、更保王董事

長、臺中市政府黃秘書長、保護司

羅司長、中部五分會榮譽主任委

員、主任委員等共同將蝴蝶結拉開

後瞬間呈現各式更生商品，象徵

「有我無毒・開啟新生」幸運草市

集展售活動開始。 

10:08-

10:18 

10分 「鳳凰展翅更精彩」肚皮

舞表演  

WOODANCE沐風舞團 

哈比比舞團 

10:18-

10:23 

5 分 更保王董事長致歡迎詞 

 

邀請更保王董事長致歡迎詞 

10:23-

10:33 

10分 長官及貴賓致詞 1.法務部張次長致詞 

2.臺中市政府黃秘書長致詞 

10:33-

10:35 

2 分 榮耀時刻-感謝有您 頒獎表揚臺中市政府 

10:35-

10:40 

5 分 更生大使披彩帶 邀請法務部張次長披更生大使彩帶

予長期關懷更生朋友之金曲歌王施

文彬，藉由其知名度共同行銷更生人

商品。 

10:40-

10:55 

15分 「一分會數特色」 

特色更生商品走秀 

1. 更保 19個分會主任委員上台行

銷更生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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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走秀人員走秀帶出「一分會

數特色」特色更生商品介紹。 

3. 邀請法務部張次長、更保王董事

長、臺中市政府黃秘書長、保護

司羅司長、更生大使施文彬、全

國 19分會主委等共同持更生商

品一起行銷及合影。 

10:55-

11:05 

10分 

 

更生大使陪你翻轉人生 更生大使施文彬歌唱鼓舞 

11:05-

11:10 

5 分 「有我無毒・反毒總動

員」 

邀請經由更保輔導戒毒成功更生朋

友現身說法 

11:10-

11:20 

10分 「樂音飄揚‧鼓舞新生」 臺中律師公會薩克斯風樂團 

11:20-

12:00 

40分 攤位巡禮  愛的鼓勵 

媒體採訪時間 

摸彩 

 

11:20- 

16:00 

280

分 

1.公益團隊接力表演 

2.消費滿額摸彩抽大獎 

3.反毒有獎徵答 

4.遊戲機親子闖關互動

體驗 

5.可愛玩偶裝、公仔精彩

互動合拍 

6.主題式 3D互動拍照 

7.前 300名主題意象區打

卡贈禮 

8.消費滿額前 200名獲免

費限量公仔彩繪 DIY 

公益團隊接力表演： 

11:20-11:30反毒真英雄～陳慧珠   

歌唱表演 

11:30-11:45反毒小劇場～晨曦會

苗栗輔導村學員 

11:45-11:55阿良翻轉人生團隊 

歌唱 

11:55-12:05「有我無毒」客家熱舞

表演～茄荖山莊學員 

12:05-13:00「薩克斯風王子」蔡順

源薩克斯及歌唱表演 

13:00-14:00 Live Band 樂團演唱 

14:00-16:00「薩克斯風」真幸福 

樂團 

16:00

以後 

 活動 Happy  ending 園遊劵、營業金額結算、滿意度調

查表填寫、場地回復・・・等 

 

 

 

更生 71 有我無毒 反毒總動員～全國幸運草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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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故事人物側寫 
【大哥手作，重捲新人生】 
    阿誠從十幾歲就在外面廝混，是左鄰右舍頭痛的人物，十八歲時犯了殺

人未遂案，雖與對方和解後改判傷害罪，但是在服刑中結交了道上朋友，出

獄後互相聯絡，因此染上了毒癮，當起毒販，犯下許多非法情事，當阿誠再

次入獄時，身上已經背負多項案件，心裡雖想重新開始，但已後悔莫及。 

    阿誠在台南明德戒治分監時，參加台南監獄與更生保護會合作辦理之烘

焙班，也許蛋捲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就是一種很普通的零食點心，但是製作

蛋捲對阿誠來說，卻是一個重新出發的轉捩點，在學習過程中也會覺得很

累，但是心裡的那份踏實感，卻是外人無法體會的，更讓阿誠瞭解到正常生

活的可貴。 

    阿誠走出監獄後，迎來的是家人及親友的冷嘲熱諷，讓阿誠灰心到想要

放棄更生意念，但是又不想讓關心自己的人失望，所以毅然獨自北上謀職，

一個人來到了新竹，在夜市裡做起端盤子的工作，忽然，阿誠想到在監獄所

學的烘焙技能，又發現夜市裡沒有人在賣蛋捲，於是決定擺攤賣起蛋捲，然

而，蛋捲銷售情況不如預期，甚至有一次，新竹的九降風和細雨把阿誠的攤

子都吹翻了，阿誠趕緊蹲下去撿拾蛋捲，心裡卻是一陣難過：「為什麼要過

這種日子啊！想要好好做人連老天爺都不給機會，是在處罰我以前傷害的人

太多了嗎？」雖然阿誠的蛋捲面臨種種的考驗，但是阿誠還是把 NG的蛋捲

送到新竹湖口寧園養老院、新竹仁愛育幼院、新竹市社福中心等慈善團體，

也留一些讓自己果腹。 

    某日，阿誠遇到一位客人，聊到最後才說他是許大偉檢察官，並轉介阿

誠到更生保護會新竹分會尋求幫助，新竹分會同仁相當熱心，給予阿誠許多

慰勉，並教導阿誠如何跟客人互動、還介紹一些活動場所或科學園區廠商，

陪著阿誠四處推銷產品，隨時給予加油打氣，甚至為了讓阿誠的手藝更加精

進，鼓勵他到勞工處參加職訓、考取烘焙執照，繼而提供無息創業貸款，添

購生財器具，助阿誠安心打拼事業。 

    俗話說：危機就是轉機，要如何在危機裡面找到轉機，這就需要毅力與

恆心，一個剛出獄的更生人如果沒有毅力與恆心就很容易迷失方向，阿誠在

創業初期也碰到了許多危機，幸好遇到了很多貴人，但是人助也需要自助，

因著阿誠的努力，才能夠讓事業更加穩定，並行有餘力服務社會，幫助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 

大哥手作蛋捲(攤位號 63)~新竹分會 

 

 

 
 
【只要有心，泥土也能變黃金】 

   阿賢年少時經營洋傘成品及機械製造，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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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生活優渥。後來為了接洽更多生意，經常出入聲色場所，也因此展開

「毒海無邊」的生活。每當毒癮發作時，就無法如期完成工作，加上毒癮發

作的週期時間越來越短，漸漸的，阿賢逐漸失去訂單，工廠生意日漸下滑，

導致妻離子散。最終，在經濟困窘的壓力下，轉為經營毒品買賣，更變本加

厲的帶起小兄弟、開賭場、討債。因傷害、毒品案件而入監服刑。 

    服刑期間，阿賢參加監獄的交趾陶技藝班，認識這項傳統藝術，展開他

的交趾陶生涯。民國 90年開始，隨著交趾陶大師呂勝南學習技藝，在獄中

深受監所長官與師長的期待、鼓勵，阿賢暗自下定決心離開監獄後，一定要

以所學的交趾陶創作藝術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民國 95年出獄後，阿賢努力戒除檳榔、煙、酒、賭等壞習慣，跟隨呂

老師身邊從事交趾陶創作。這樣大幅度轉變使得原本病危的父親，因寬心致

使病情好轉，這是阿賢意想不到的結果，卻也是人生最珍貴的收穫。 

    在監所長官、師長及分會的鼓勵、協助下，民國 96年雲林分會貸予創

業貸款，成立個人交趾陶工作室開發更多的新作品，民國 97年以努力多時

的「孔明像」，獲得雲林文化藝術獎雕塑工藝類第 3名。除了，創作傳統的

交趾陶人像，也將交趾陶創作推廣到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利用交趾陶創作門

牌、製作林內鄉紫斑蝶裝置藝術、發展交趾陶馬賽克拼貼藝術等，促使交趾

陶藝術更貼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元化發展。 

    目前阿賢過著充實且忙碌的生活，不只擔任監獄交趾陶藝班老師，也在

國小擔任鄉土教學藝術創作老師。為了讓社會大眾接納更生人，阿賢不斷的

往學校、社區從事教學活動，希望能夠以自身的經驗讓青少年了解「歹路不

可行」，也讓社區看見接納、關懷更生人，才能夠讓更生人有希望重新開始。 

 

                                 進賢交趾陶企業社(攤位號 32)~雲林

分會 

 

 

  

 

 

【羔羊跪乳 烘出人生全壘打】 

 那天辦公室走進一位笑得靦腆的更生人，他是臺南分會與臺南監獄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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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班第 1期的學員，在監期間參加蛋捲製作並已習得所有相關烘焙技能，

出獄時領取近 40萬元之勞作金，並打算將這筆勞作金作為其創業資金，他

就是楊書豪-楊仔。 

經過家人、臺南監獄烘焙班指導老師和臺南分會的協助，102年 9月 24

日〝羊咩咩叼蛋捲〞正式開幕，當天冠蓋雲集，各大報的記者都慕名而來採

訪這位創造奇蹟帶著 40萬元出獄創業的更生人。他跟一般叛逆期少年一樣，

愛玩 

、不肯讀書但更加放蕩，前段人生大半在混黑道，國中肄業就跟著家鄉角頭

南征北討，進出少年觀護所、看守所已見怪不怪，23歲在臺南開護膚店，月

入至少 30萬元，之後因過度匪類加上朋友利誘販賣海洛因被抓，判刑十六

年。在為荒唐歲月付出代價的期間，遭逢父親過世，書豪回憶：「爸爸出殯

當天，我拈支香就被帶走了，那種感覺很不孝、很痛！」但也幸好有一股力

量持續支撐著他，那就是母親每周探監面會，十年來風雨無阻，喚醒他走回

正途，開始在獄中念國中部補校、參加烘焙技訓班，憑著對於烘焙原料比例

有著天賦般的直覺，讓他勝任班長也更加有自信心，隨著南監蛋捲銷售業績

一路長紅，楊仔暗下決心要用這項技能作為將來謀生的工具。 

以自創品牌「羊咩咩叼蛋捲」開店，有跪乳報答母恩之意，從設計、裝

潢到採購設備等，都是他自己摸索出來的；他說：「有信心產品比別人更好。

別人的要吃三根才飽，我的吃一根就飽。」有人問他：「這樣不就少賣兩根？」

他笑說「唯有真材實料，客人才會再回來買。」真材實料就是產品勝出的關

鍵，就像他重新開始的人生，很紮實且不含糊。母親、兄姊全力支持，第一

次吃到書豪做的手工蛋捲時，母親更是眼眶泛紅，欣慰的說：「是我吃過最

香甜的蛋捲。」 

書豪除圓滿自己外更愛烏及屋，僱用同在臺南監獄學習蛋捲烘焙的同學

們一起奮鬥，目前共有三名更生人在店裡任職，共同重新展開新的人生，希

望未來可以幫助更多更生人開創彩色新人生。楊仔奉勸和他一樣年少輕狂犯

錯的人們「能回頭，永遠不嫌晚」。楊仔流浪了二十多年，認真的態度終於

讓楊媽媽找回了迷途的羔羊。 

羊咩咩叼蛋捲(攤位號 58)~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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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畫，是用染色後的砂當畫筆創作，因為染色後的砂只有十三種基本色，色系單調難
凸 

顯，為此只有採取「混砂」方式調配出百餘種色彩，勾勒人物和風景。構圖一旦完成勾

勒及 

上色就不能更改，需要耐心、細心和靜心「三心」並用，透過一層一層將砂堆疊至畫紙

上， 

方能創造出令人讚嘆之作品。 

 

 阿富仔家住臺北，從小身處複雜環境，19歲即涉入賭場，進而接觸毒品、

甚至多次為了利益或是兄弟間講義氣於街頭鬥毆砍人，也害自己的兄弟慘

死、女友重傷，自己也因脖子遭砍傷於醫院昏迷多日，最後因案被判處二十

一年半重刑，在監起初對未來是一片茫然，直到父母親、兄弟姐妹等六人因

病相繼往生，剩下他一個人，才大徹大悟，於是報名監所開辦的砂畫班，專

心學砂畫，而且專攻最難的人像，阿富仔訓練自己耐心、細心和靜心並用，

以「混砂」方式調配出百餘種色彩，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和風景，呈現出

飽滿的色澤，十分精緻。期間阿富仔也參加油畫、雕塑、素描等美術創作班，

屢屢得獎。 

出監回到臺北地檢報到的第一天，正好踫到鄰居也來報到要入獄服刑，

剎時，阿富仔意識到自己如果不離開誘惑的環境，將來一定又會進監獄。變

好變壞的決定在於一念之間，遠離誘惑的環境是更生人免於荼毒的第一步。

於是，阿富仔選擇臺東作為人生新的出發點，毫不避諱更生人的過往身份，

逢友人問起，都會主動說明「我曾被關過的」。 

101年初在臺東分會協助下，臺東地區監所相繼邀請阿富仔前往現身說

法。接著又先後受臺東地區各監所邀請擔任外聘訓練師。102年 3月向臺東

分會提出創業貸款申請，經過分析、評估及審查後，臻品豐藝品於焉誕生。

104年分會結合教育部臺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針對轄區內 34所高

中職及國民中學，安排其進行校園巡迴宣講，達到行銷更生保護業務及預防

犯罪之目的。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自己絕對不願意如此過；阿富仔語重心長的說，入

監獄服刑，家庭也跟著受累，家人為你流的淚比你自己想像的多，但人生沒

有後悔藥可以吃，只能擦乾眼淚，放下過去的一切，不再留戀，展望未來，

才能有更生的契機。 

                              朱國富砂畫工作坊(攤位號 25)~臺東

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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