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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一、計劃起源 

即使當前景氣低迷，對於農曆春節即將的到來，家家戶戶都抱著歡喜的心情來迎接，忙

著居家大掃除和除舊佈新，但對於弱勢獨居長者來說並非如此，生活依舊困頓，而且居家環

境也大都無人幫忙打掃清理，本署擬運用社會勞動人力投入關懷社區弱勢長者，協助歲末年

終活動辦理。 

 

二、計劃目的 

因應農曆春節來臨，配合易服社會勞動制度，運用社會勞動人投入社區服務，關懷弱勢

傳遞溫暖，藉此回饋社會，提升社區與社會勞動人的關係，並增強社會勞動人的正向觀念。 

 

三、計劃說明 

年關將屆，為了讓社區較為弱勢的老人家，也能高高興興的過個好年，於農曆年前舉辦

春節關懷送暖活動，將運用社會勞動人力結合當地社區志工人員，共同前往社區弱勢長者之

住所，進行清潔大掃除，並準備年節物資(年菜、年貨、水果禮盒)以及慰問金，贈與弱勢長

者，讓其長輩們可以舒服溫暖過好年。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1、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韓主任觀護人國一，吳觀護人芳儀，觀護佐理員 4名，社會勞動人 6名  

（二）協辦單位 

1、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 

2、屏東市歸來社區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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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規劃 

（一）時間及地點：中華民國 99年 01月 20日(星期三) ，歸來社區。 

（二）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負責人 

清潔打掃 宋貴文佐理員、楊炳煌佐理員 

葉又誠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借調勞動人 各機構佐理員 

活動攝影 楊炳煌佐理員 

活動拍照 葉又誠佐理員 

發布新聞稿 陳志強佐理員 

 

六、經費概算 

項  目 內   容 金  額 

清潔用具 掃把、拖把、清潔劑、手套等 1819 

年節禮盒 水果禮盒、年菜禮盒、春聯 3882 

雜支 便當 20個、礦泉水 1箱 1316 

總金額 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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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成果 

一、活動說明 

（一）社區弱勢長者住所打掃清理 

 
（二）致贈年節禮盒關懷弱勢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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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執行情形 

（一）清除雜物 

     

    

    （二）拆除不堪使用之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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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室內清潔 

    

     

（四）張貼春聯及致贈年節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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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採訪、活動參與者採訪 

  

 

 

三、人物訪問摘錄 

（一）受訪者：被服務者  陳先生 

被服務者陳老先生表示，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幫忙，老先生雖然還不太清楚來

幫忙清潔打掃的人來自何處，但可以感受到老先生內心對此滿懷感恩。 

 

（二）受訪者：歸來社區關懷據點志工   莊女士 

屏東市歸來社區志工莊女士，對於屏東地檢署所辦理的春節送暖活動－關懷社區

弱勢長者，認為非常有意義，不僅可以讓社會勞動人藉由參與公益活動，來回饋社區

並且也引發其善心，覺得這會比入監執行的矯正效果來的好。 

 

（三）受訪者：社會勞動人  蘇先生 

           社會勞動人蘇先生表示，能夠為社區弱勢老人服務，感覺非常有意義，並且也

很感謝有社會勞動制度，可以讓他不用入監執行，保持與家庭一起生活、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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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說明 

一、成效評估 

（一）對整個社會而言： 

    在社會上各個角落，有許多需要被幫助的人，在等待他人的援手，雖然也有許多善

心團體與社區志工，在積極協助弱勢族群，但人力還是有限，有了社會勞動人加入社區

志工的行列，使其成為社會的生產者，不僅可以減低志工人力不足的問題，在服務社會

的互動過程中，拉近兩者之間距離，有助於增進社會更加祥和。 

 

（二）對社會勞動人而言： 

     此次春節送暖活動，帶領社會勞動人投入社區做公益、關懷弱勢，在執行當中，

不僅可以引發其善心，達到內心教化的效果，還可以藉由幫助他人之作為，來肯定自己，

進而強化其正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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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相關報導 

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關懷社會、關心弱勢」歸來社區弱勢長者歲末大掃除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0日 地點 歸來社區湖西里 
刊登媒體  民眾日報    18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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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關懷社會、關心弱勢」歸來社區弱勢長者歲末大掃除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0日 地點 歸來社區湖西里 
刊登媒體  台灣時報    13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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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關懷社會、關心弱勢」歸來社區弱勢長者歲末大掃除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0日 地點 歸來社區湖西里 
刊登媒體  聯合報       B2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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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關懷社會、關心弱勢」歸來社區弱勢長者歲末大掃除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0日 地點 歸來社區湖西里 
刊登媒體  自由時報       B6

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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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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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一、計劃起源 

2009年台灣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八八風災，重創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邁入 2010年

之際，希望藉由祈願卡活動，釋放過去的傷痛，書寫對未來的期盼。本署擬於屏東縣客家重

鎮－竹田鄉之竹田驛站，這台鐵屏東線上碩果僅存的木造老車站，以「盼」字縱古貫今，展

望新生。 

 

二、計劃目的 

配合法務部於 98年 9月 1日所施行之新刑事政策-易服社會勞動，透過社會勞動人於勞

務執行中對於生命新生的體悟，在 2010年之初傳遞到社會上需要溫暖與希望的每一處，期

望社會勞動人藉由祈願卡的製作與發送，讓社會大眾對於此政策之推展有更深地認知與共

識。 

 

三、計劃說明 

本次於竹田驛站結合社會勞動人，於園內進行祈願卡的製作、發送與懸掛，藉由本活動

讓民眾對新的未來充滿展望，並且更加了解社會勞動之意涵與正面效益。由於「竹田驛園」

仍然維持 1939年興建時的木造結構，外型古樸簡約，處處散發著濃濃的懷舊味，在行政院

文建會核定下，已成為鐵道文化財，經常吸引鐵道迷和遊客追尋童年記憶，更有不少學校機

關到此戶外教學，體驗在地客家文化，站旁一座「池上一郎博士文庫」，是由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日人派駐竹田的軍醫池上一郎，晚年捐贈文史書籍回饋竹田鄉親所建置而成，另外尚有

李秀雲攝影紀念館與社區發展協會，館外有別具特色的紅磚建成的拱型長廊，更讓人流連忘

返穿梭其間，在三者的文學、建築、情調一氣呵成下，已成為屏東地區一處結合藝術、人文、

自然的鐵道園區休憩空間，實為南台灣鐵道與客家文化旅遊的新據點，更適合作為推廣與宣

導社會勞動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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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1、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韓主任觀護人國一，吳觀護人芳儀，觀護佐理員 7名，社會勞動人 13名  

（二）協辦單位 

1、竹田鄉公所 

2、竹田鄉社區營造協會 

3、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邱幹事薇如及志工 5名 

4、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 

   蕭理事長鴻銘及志工 5名 

 

五、活動規劃 

（一）時間及地點：中華民國 99年 01月 23日(星期六) ，「竹田驛站」園區內 

（二）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單位或參與人員 

08:00~08:50 場地佈置 
吳宜霏佐理員統籌 

社會勞動人 

08:50~09:00 活動預備、暖場 涂嘉棋佐理員 

09:00~09:20 
祈願卡現場製作示範 

民眾參與同樂 
現場民眾、社會勞動人 

09:20~09:30 屏東地檢署長官致詞 屏東地檢署長官 

09:30~10:10 
媒體拍照及發問 

祈「盼」新生－活動閉幕 

電子及平面媒體 

屏東地檢署長官 

10:10~10:30 民眾參與同樂懸掛祈願卡 現場民眾、社會勞動人 

10:30~11:00 活動結束、場地清理 吳宜霏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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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負責人 

祈願卡設計、活動規劃及流程控制 吳宜霏佐理員 

借調勞動人 各機構佐理員 

發送社會勞動文宣品 更保志工、觀護志工 

場地佈置 全體佐理員及社會勞動人 

發布新聞稿 陳志強佐理員 

活動攝影、場地善後 葉又誠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卡片發送及協助填寫 王媛嬋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卡片懸掛及手工皂發放 李正夫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活動參與者訪談 陳志強、楊之晨佐理員 

活動主持人 涂嘉棋佐理員 

 

六、經費概算 

品項 內容 數量 經費預算 

祈願卡 炫光紙板、電腦輸出、細

麻繩、奇異筆…等 

1000/份 
30,000 

場地佈置

材料 

掛繩、黏貼用具、紙張、

海報大圖輸出、裁切工具…

等 

視場地需求而定及

需支援鹽埔手工皂

場地佈置 

10,000 

總計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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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成果 

一、活動說明 

（一）主軸活動 

1、祈願卡製作 (事前) 

   

   

 

2、祈願卡書寫（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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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祈願卡懸掛（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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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執行情形 

（一）現場活動場地佈置、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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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場活動宣傳、活動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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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長官來賓致詞、致贈感謝狀儀式、現場有獎徵答 

 

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 蕭鴻銘 理事長 

 

台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邱薇如 幹事 

  

竹田社區營造協會 謝文方 專案經理       現場民眾有獎徵答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22 

（四）參與民眾社會勞動人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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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採訪、活動參與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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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訪問摘錄 

（一）受訪者：竹田驛站觀光文化就業發展計畫專案經理 謝文方 

如果以後還有類似活動，歡迎再來這邊辦，也歡迎社會勞動人來我們社區幫忙，

因為我們這邊也需要人力幫忙清潔打掃、維護環境。但是為了避免社會勞動人在社區

中執行可能會招來民眾異樣眼光，我們事先會和社區居民溝通，讓居民知道這些人是

來社區幫忙的，我也會向我們的會員和志工倡導社會勞動制度，不但只因為我們可以

多了人手幫忙社區事務，對那些犯罪人來說，在社區中服務也比入監執行來得好。 

 

（二）受訪者：社會勞動人 陳仁擇 

地檢署結合社會勞動人辦理這次祈福活動我覺得很有意義。一方面可以讓民眾參

與地檢署的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勞動人也可以參加。民眾來到這邊觀賞遊玩，他們

看了高興，我們也很高興。我在發放手工皂的過程中，親近人群，感覺和人們的距離

縮短了，好像變成一家人一樣，我感受到親情的快樂，這是如果我入監執行的話沒有

辦法體會到的。我之前就有到地檢署製作祈福卡片，今天又來竹田驛站幫忙，這是我

平常想像不到的工作。而且民眾都很親切，我不怕他們對我有異樣眼光，只要我的心

態是正確的，這不是問題。 

 

（三）受訪者：社會勞動人家屬 梁小妹妹 

今天和媽媽來這邊當志工覺得很好玩，我有寫祈福卡片並把卡片掛在樹上，等我

長大後也想參與社區中的公益活動。 

 

（四）受訪者：參與民眾 郭小姐 

我是搭觀光列車要去台東玩，竹田驛站之前有來玩過了，這次正巧碰到這個活

動，覺得很驚喜。我有參與寫祈福卡片換手工皂的活動，對於這次活動，我覺得很棒，

對地檢署印象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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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說明 

一、成效評估 

(一)對整個社會而言 

現今社會忙碌、高度競爭的社會，常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也難得停下腳步與他人

互動。這次活動除了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能讓人在 2009跨入 2010後，重新

感受社會溫暖。 

 

(二)對社會勞動人而言 

此次春節送暖活動，帶領社會勞動人投入公益活動，在執行當中，不僅勞動人表示這是

生命難得的體驗，更在活動中透過與他人善意的互動，達到內心洗滌的效果，從積極的

付出來肯定自己，進而強化其正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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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相關報導 

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聯合報       B2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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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民眾日報       8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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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台灣時報       10

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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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聯合電子報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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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民眾電子報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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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祈「盼」新生－社會勞動「竹田驛站懸掛祈願卡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3日 地點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驛站 
刊登媒體 聯合電子晚報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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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我的真心獻給你-「預防 H1NI一把『皂』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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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一、計劃起源 

    易服社會勞動於九十八年九月一日開始執行，堪稱我國刑事政策邁入柔性司法之新紀

元，本署於新年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時節，為促使易服社會勞動政策融入社會脈動，讓社會

勞動人在勞動過程中有所體驗與成長，增強其與社區互動，展現柔性司法的修復功能，因應

農曆春節到來，規劃社會勞動人與民生需求切合，促使社會勞動人應用一技之長親身參與環

保手工皂之製作，並且應用手工皂成品於預防 H1N1防護照顧之宣導，加強一般民眾與弱勢

族群之衛生清潔觀念與正確洗手步驟，讓社區大眾及弱勢族群過ㄧ個乾淨、溫暖的年。 

二、計劃目的 

配合法務部於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所施行之新刑事政策-易服社會勞動，結合本署易服社

會勞動執行機構─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與社會勞動人，利用親手製作之無毒環保手

工皂於民眾及弱勢族群之衛生清潔觀念建立，藉由此面對面的親身接觸一方面讓社會勞動人

融入社區；另一方面發揮易服社會勞動為民服務之精神，促使民眾生活衛生習慣，正確觀念

之養成，進而達成預防疾病滋生與避免 H1N1之傳染，透過社會勞動人溫情加持，親手製作

的真心關懷手工皂，讓社區大眾及弱勢族群便於將手工皂使用於日常生活。 

三、計劃說明 

邀請本署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構─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協助辦理「我的真心

獻給你-預防 H1N1一把皂」活動，利用社會勞動人平日於機構所學技能 DIY手工皂製作技

巧，特製三千一百份手工溫暖小禮，應用於 H1N1防護照顧之宣導，加強社會大眾與弱勢族

群衛生清潔觀念與正確洗手步驟，藉此機會讓社會勞動人能夠透過雙手服務社會。 

第一階段：竹田驛站辦理「祈『盼』新生-懸掛祈願卡活動」，發放 550份手工皂。 

第二階段：鹽埔鄉圖書館辦理預防 H1N1、社會勞動一把皂活動，發放 1250份手工皂。 

第三階段：屏東火車站辦理勞動平安活動，發放 1300份手工皂。 

    選擇農曆年節前夕，將社會勞動人親自製作之手工皂發送至社會邊緣族群與弱勢家庭，

透過印製「皂」福未來、盼望美滿等字樣之手工皂與祝福卡片，讓社會邊緣族群與弱勢家庭

也能感受到關懷，偕同度過一個平安、美滿的好年。本次活動也將結合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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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屏東分會、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之三會志工協力將手工皂

與祝福卡片，送至被害人家庭。 

    本署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構中，共計有 20個非營利事業組織，利用觀護佐理員於機構

訪查時，將手工皂與祝福卡片交至該機構社會勞動人手中，送給社會勞動機構內之低收入

戶、隔代教養、失依兒童、單親家庭兒童、新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等，讓平日受到執行機

構照顧督導的社會勞動人有機會取之於機構、用之於機構，盡一己之力回饋機構與機構服務

之案家。 

    過年前夕，家家戶戶忙著除舊佈新，街上無不感染一片過節氣氛，本署之社會勞動人於

過年前夕，依舊不敢懈怠每日按時至機構報到，協助機構執行勞務。但社會勞動人的心裡，

也掛念著過年快到了，多數社會勞動人礙於經濟困難無法替家裡除舊佈新、增添喜氣。透過

此計劃製作之手工皂成品，便可以讓社會勞動人帶回家與家人分享，在機構親自製作手工皂

的樂趣，並且將親手製作的祝福卡片帶回家當裝飾品，點綴家裡的溫馨氣氛。潘姓社會勞動

人即表示，迫不及待想將手工皂成品帶回家，讓家人可以用自己製作的手工皂洗個香噴噴的

澡！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1、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韓主任觀護人國一，吳觀護人芳儀，觀護佐理員 8名，社會勞動人 10名  

（二）協辦單位 

1、鹽埔鄉公所、鹽埔圖書館 

2、社團法人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 

3、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 李昭仁主委及志工 5名 

4、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 蕭理事長鴻銘及志工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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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規劃 

（一）時間及地點：中華民國 99年 01月 27日(星期三) ，鹽埔鄉圖書館 

（二）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單位或參與人員 

08:30~09:00 場地佈置 屏東地檢署、社會勞動人 

09:00~09:30 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介紹 

手工皂達人 郭芳綾老師介紹 

與手工皂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製作撇步大公開 

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 

手工皂講師 郭芳綾老師 

09:30~10:20 用心來製作－ 

分組 DIY手工皂、我的真心獻給

你「祝福平安卡」製做 

與馨生人家屬同樂會 

 

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 

手工皂講師 郭芳綾老師、社會勞動人、

馨生人家屬 

10:30~10:50 屏東地檢署  

邢泰釗 檢察長 致詞 

屏東地檢署 

10:50~11:10 修復式正義一把「皂」成果發表 

*社勞人獻唱感恩的心 

*邀請犯罪被害人共同做手工皂 

*展現修復式正義 

屏東地檢署致贈儀式 

邀請易服社會勞動機構代表 

邀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代表 

社會勞動人致贈儀式 

邀請馨生人家屬代表 

屏東地檢署 

 

11:10~12:00 茶會&媒體拍照及發問 電子及平面媒體 

12:00~17:00 午餐 

手工皂製作 

涂嘉棋佐理員 

社會勞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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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負責人 

借調勞動人 各機構佐理員 

場地、講師、膳食、活動流程 涂嘉棋佐理員 

發布新聞稿 陳志強佐理員 

攝影 葉又誠佐理員 

海報、象徵物、場佈 吳宜霏佐理員 

手工皂包裝區 王媛嬋、楊之晨佐理員 

人物專訪 李正夫佐理員 

成果報告 涂嘉棋佐理員 

送皂至機構 各機構佐理員 

 

六、經費概算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CP手工皂 100元 100份 10000元 

透明手工皂 20元 3000份 60000元 

膳食費 50元 30個 1500元 

茶水費 20元 30瓶 600元 

場地費 0元 0 0 

總計 7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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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成果 

一、活動說明 

（一）活動主軸活動 

1、手工皂製作 (事前) 

 

   

   

為何要用手工皂&手工皂簡介： 

    手工皂不只對人體皮膚有極大的改善，對環境亦不會造成污染，簡單的油加鹼變成皂的

過程，使用後排到水中，物質會被水中微生物分解並釋放 CO2排到空氣中。不像沐浴乳，

為了讓使用者洗得更舒適、更滑嫩，成分皆是化學物質合成的，洗久了對皮膚更是個負擔。 

人物介紹：七年級手工皂達人─郭芳綾老師 

    手工皂人人都可以做，但是如何兼顧環保堅持對的事情，這位鹽埔土生土長姑娘對手工

皂和愛護環境的堅持。手工皂家家都可以做，但是如何說服民眾選擇成本較高，使用後所排

放的水不會汙染河川，是芳綾老師回家鄉選擇投入的第一件事情。透過大仁科技大學食品系

的教授指導，將鹽埔花卉特色融入手工皂之中，鹽埔的花之鄉手工皂，成為具有鹽埔在地特

色的伴手禮之ㄧ。 

 

2、手工皂製作（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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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勞動人一起動手「皂」福未來 

3、手工皂包裝（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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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執行情形 

（一）現場活動場地佈置、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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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開幕儀式、長官來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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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致贈儀式：透過象徵「皂」福未來之象徵物─展現修復式正義 

 

檢察長致贈手工皂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 李昭仁 主委，轉贈馨生人 

 

檢察長致贈手工皂於鹽埔鄉 鄭雙銓 鄉長，轉贈新住民與低收入戶家庭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構─聖欣老人養護中心 高逢澤 院長 

致贈手工皂於馨生人代表─姚氏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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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馨生人與社會勞動人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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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採訪、活動參與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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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手工皂發送單位與數量 

第一階段：竹田驛站辦理「祈『盼』新生-懸掛祈願卡活動」，發放 550份手工皂。 

第二階段：鹽埔鄉圖書館辦理預防 H1N1、社會勞動一把皂活動，轉贈轉贈易服會勞動執行

機構 1250份手工皂。 

轉贈易服會勞動執行機構一覽表 

單位 負責佐理員 數量 

屏東縣鹽埔鄉 葉又誠 100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涂嘉棋 10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信望愛育幼院 宋貴文 50 

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宋貴文 5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 楊之晨 50 

伊甸屏東分事務所 王媛嬋  5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聖欣老人養護中心 葉又誠 10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沐恩之家附設亞當學園 涂嘉棋 50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楊之晨 50 

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 葉又誠 50 

屏東縣生命線協會 楊之晨 5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涂嘉棋 50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屏東分院 陳志強 5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福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大同之家 
楊炳煌 

50 

社團法人屏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吳宜霏 50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楊炳煌 50 

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李正夫 50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椰子園老人養護之家 吳宜霏 50 

屏東縣私立社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楊之晨 50 

屏東縣頭前溪老人養護中心 楊之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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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屏東火車站辦理勞動平安活動，發放 1300份手工皂。 

 

轉贈手工皂至易服會勞動執行機構 活動成果 
 

1.受贈執行機構：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 

職稱：彭惠齡 秘書與犯保志工鍾村長    

手工皂數量：100份 

 

時間：99年 01月 29日地點：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內容：致贈村長 

 

 

時間：99年 01月 31日地點：馨生人之住家 內容：轉贈馨生人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48 

 

 

2.受贈執行機構：鹽埔鄉公所  

督導：鄭雙銓  鹽埔鄉鄉長 

手工皂數量：  100 份 

 

時間：99年 2月 1日  地點：鹽埔鄉公所  內容：轉贈鄉內弱勢家庭 

 

 

3. 受贈執行機構：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信望愛育幼院 

督導：徐家莉 總務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02月 04日  地點：信望愛育幼院  內容：轉贈院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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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贈執行機構：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督導：陳日雀  經理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02月 04日  地點：綠元氣促進會  內容：致贈合照 

 

 

5. 受贈執行機構：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 

督導：何宗平 專員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02月 03日  地點：伯大尼之家  內容：轉贈院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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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贈執行機構：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 

督導：陳雅琪 

手工皂數量：50份 

 

時間：99年 02月 08日  地點：伊甸屏東分事務所  內容：轉贈院內兒童 

 

7. 受贈執行機構：啟智協進會 

督導：施嫦芬 社工  (張總幹事代表接受)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3日  地點：啟智協進會  內容：致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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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贈執行機構：聖欣老人養護中心  

督導：高逢澤  院長 

手工皂數量：  100 份 

 

時間：99年 2月 1日  地點：聖欣老人養護中心大廳  內容：致贈合照 

 

 

 

時間：99年 2月 1日地點：聖欣老人養護中心護理站  內容：轉贈院內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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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受贈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沐恩之家附設亞當學園 

督導：王宏聖 老師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5日地點：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內容：與黃英信主任致贈合照 

 

 

 

時間：99年 2月 5日  地點：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內容：轉贈院內安置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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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受贈執行機構：屏東志願服務協會  

督導：屈麗珍  常務理事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1日  地點：屏東志協辦公室  內容：致贈合照 

 

 

11. 受贈執行機構：生命線協會 

督導：總幹事 李瑞蘭 (代表：蘇美珍小姐)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2月 10日  地點：生命線協會  內容：致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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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贈執行機構：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督導：洪慈恩 社工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5日  地點：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內容：致贈合照 

 

 

 

時間：99年 2月 5日地點：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內容：轉贈院內身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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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受贈執行機構：屏東創世 

督導：社區服務員 盧俊廷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02月 03日  地點：屏東創世  內容：轉贈院內病患 

 

 

14. 受贈執行機構： 福慧財團法人附設大同之家 

督導：   社工員 陳秀燕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1月 29日  地點：大同之家 內容：轉贈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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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受贈執行機構：脊髓損傷者協會  

督導：林素萍 秘書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1日  地點：脊髓損傷者協會  內容：致贈合照 

 

 

16. 受贈執行機構： 屏東基督教醫院 

督導：   環安室 林國耀  主任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1月 29日  地點：屏東督基督教醫院  內容：轉贈弱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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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受贈執行機構： 迦樂醫院 

督導： 蔡明勳  主任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3日  地點：迦樂醫院  內容：致贈合照 

 

 

18. 受贈執行機構：椰子園老人養護中心  

督導：陳素晨 主任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1日  地點：椰子園老人養護中心  內容：致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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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受贈執行機構：私立社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督導：院長 陳忠和 (代表：護理長張文) 

手工皂數量：   50份 

 

時間：99年 2月 10日 地點：私立社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內容：致贈合照 

 

 

20. 受贈執行機構：頭前溪老人養護中心 

督導：尤釋櫻 院長  (主任陳忠和代表接受) 

手工皂數量：  50 份 

 

時間：99年 2月 3日  地點：頭前溪老人養護中心  內容：致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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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訪問摘錄 

（一）受訪者：鹽埔鄉民眾 高小姐 

受訪時間：99.1.27 
受訪地點：鹽埔鄉鄉立圖書館 
 
Q1：參與活動的感想 
A ：活動給予社會勞動人為公益付出的機會，做出對社會大眾有意義的事情， 
     並且從中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很好的活動。 
Q2：社會勞動人執行時我們會以志工稱呼他們。假設社會勞動人於您所住的社 
     區執行，並且您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是否會排斥或擔心安全性？ 
A ：在不了解社會勞動人的狀況下會擔心，因此希望先了解罪名、個人狀況， 
     若輕罪可接受。 
Q3：經過活動參與，對社會勞動人是否會改觀？ 
A ：透過活動會讓大眾認識社會勞動人，對他們比較了解。人是互動的，除了 
     大眾願意接受社會勞動人外，當然也需要他們表現出自己的意願與態度。 
Q4：若下次還有類似活動，是否願意參與？ 
A ：願意。 

 

（二）受訪者：社會勞動人 謝佩伶 

受訪時間：99.1.27 
受訪地點：鹽埔鄉鄉立圖書館 
 
Q1：參與活動的感想？ 
A ：能夠回饋給社會、幫助社會，並且能夠免除入監執行，很開心。 
Q2：是否會願意從事公益活動？ 
A ：平時會在超商或路上捐發票，若是有機會並且能力許可，會願意從事公益。 

 

（三）受訪者：社會勞動執行機構聖欣老人養護中心 高逢澤院長 

受訪時間：99.1.27 
受訪地點：聖心老人安養院 
 
Q1：參與活動的感想 
A ：本次活動對於社會勞動而言是一個投點，如同石頭投入湖裡會產生串聯， 
     活動亦會對社會勞動產生串聯，社會勞動人經過參與活動的過程學習不同 
     技巧，讓他們執行完後擁有更多的機會。很榮幸參與活動。 
Q2：社會勞動執行聖心老人安養院的幫助為何？ 
A ：社會勞動人力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是老人福利機構，在這裡我們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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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勞動人看見很多人需要他們幫助，並且給予社會勞動人幫助他們的機 
     會，讓他們間接的會反省自己行為。 
Q2：是否願意向大眾推廣社會勞動制度？ 
A ：願意配合。並且我們願意為社會勞動人提供機會教育，讓他們會心生反省 
     不再犯。 
Q4：社會勞動制度對社會是否具意義？ 
A ：有益處。 

 

（四）受訪者：馨生人家屬代表 姚氏姐妹 

受訪時間：99.1.27 
受訪地點：鹽埔鄉鄉立圖書館 
 
Q1：參與活動的感想 
A ：榮幸參與本次活動，活動很有意義，藉由參與活動讓我們能夠放下憤怒接 
     受更生人。 
Q2：經過活動參與，對社會勞動人（更生人）是否會改觀？ 
A ：會有改觀。不論是初犯或累犯，我們給予他們一次機會幫助改過，希望他 
     們珍惜機會不要再犯。 
Q3：社會勞動對社會是否有益處？是否支持？ 
A ：對於輕罪者而言是很有意義的機會，因為他們也許是一時的不小心而犯錯， 
     但若是重罪者則不適合，應該接受應有的刑罰。 
Q4：若下次還有類似活動，是否願意參與？ 
A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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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說明 

一、成效評估 

(一)對整個社會而言 

      「打擊犯罪、重建新生」一向是司法單位之理想與目標！迎接嶄新的 2010年，

本署以「關心改造人心，用暸解消弭不平」之新作為，讓我國司法保護更加精進。本次

屏東地檢署運用鹽埔鄉在地特色－手工皂製作，結合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並

邀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及屏東觀護志工協進會，辦理「修復式正義一把皂」

活動，在新年前夕，向社會大眾提倡衛生觀念，遠離 H1N1病毒，同時宣導「修復式正

義」新願景，由屏東地檢署檢察長邢泰釗將手工皂贈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鹽埔鄉鄉

長鄭雙銓及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構代表，透過犯保志工與社會勞動機構的力量，將手工

皂發送至公益團體及弱勢族群。與犯罪人、犯罪被害人家屬一同展望新生。 

 

(二)對社會勞動人而言 

    運用社會勞動人力於愛心手工皂製作，搭配「祝福平安卡」送給社區大眾及弱勢團

體，將社會勞動人力資源，運用在公益活動上，不僅能夠修復社會勞動人品格，亦能進

一步導正社會大眾，達到教化之功效。將修復式正義之思維模式運用在社會資源上，透

過馨生人與犯罪人的互助關係，讓社會感受犯罪人真誠的悔悟之心，寬以待之，進而消

弭內心之仇惡，放下仇恨，給予犯罪人贖過自新的機會，讓犯罪人重新立足社會，重新

建構社會關係。參與民眾肯定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的政策與執行，灌輸國人修復式正義之

理念，達到犯罪人、犯罪被害人家屬與社區三贏的局面，共創美好的未來。 

 

     鹽埔鄉 鄭雙銓鄉長 致贈新住民家庭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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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相關報導 

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易服社會勞動-修復式正義一把皂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7日 地點 屏東縣鹽埔鄉立圖書館 
刊登媒體  民眾日報       19

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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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易服社會勞動-修復式正義一把皂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7日 地點 屏東縣鹽埔鄉立圖書館 
刊登媒體  自由時報       

B6版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8日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64 

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稱 易服社會勞動-修復式正義一把皂活動 

時間 99年 01月 27日 地點 屏東縣鹽埔鄉立圖書館 
刊登媒體  Pchome網路新聞       刊登日期 99年 0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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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四、春節關懷送暖活動－「平安勞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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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一、計劃起源： 

    為使易服社會勞動政策融入社會動脈，使社會勞動人在勞動中有所體驗與成長，增強與

社區互動，展現社區修復功能。 

 

二、計劃目的： 

    為推廣 H1N1全國防疫，使社會勞動人宣導政府防疫政策，於春節返鄉人潮聚集之車站，

協助進行酒精消毒、手工皂、口罩發放服務，避免病毒擴散，讓大家過一個好年。 

 

三、計劃說明： 

    於民國 99年 2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4時春節前夕偕同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臺灣

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督請社會勞動人於屏東火車站前發放行

人、旅客手工皂及口罩並清掃周邊環境，以防範 H1N1病毒之傳播，讓大家過一個好年。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韓主任觀護人國一，許觀護人潔怡，觀護佐理員 4名，社會勞動人 5名 

    （二）協辦單位 

      １、屏東火車站 

      ２、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志工 5名 

      ３、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志工 5名 

      ４、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志工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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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規劃： 

（一）時間及地點：中華民國 99年 02月 12日(星期五)，屏東火車站 

（二）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參與人員 

15:30~16:00 場地佈置 社會勞動人、全體佐理員 

16:00~17:00 酒精消毒及手工皂、口罩發放 社會勞動人、三會志工 

17:00~17:30 活動結束、場地復原 社會勞動人、全體佐理員 

（三）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負責人 

 購買口罩、酒精、噴霧器  葉又誠佐理員 

 借調勞動人  各機構佐理員 

 場地佈置  全體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發放 H1N1防治宣導品  三會志工、社會勞動人 

 活動拍照、攝影  宋貴文佐理員、楊炳煌佐理員 

 參與者訪談  葉又誠佐理員、宋貴文佐理員 

 發布新聞稿  陳志強佐理員 

 場地善後  全體佐理員、社會勞動人 

 

六、經費概算：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小計（元） 

 

備註 

活性碳口罩 盒 3 1000 3000  

75%酒精 瓶 10 100 1000  

500ml噴霧器 支 10 50 500  

600ml礦泉水 箱 1 240 240  

總計    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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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成果 

一、活動說明 

  （一）為往來旅客進行酒精消毒。 

  （二）發放社會勞動人製作之手工皂及口罩。 

 

二、活動執行情形 

  （一）與屏東火車站站長接洽、協調活動事宜 

 

  （二）分配噴霧器、手工皂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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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攤位擺設 

   

  （四）手工皂及口罩發放、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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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活動結束全體合照 

 
 

 

三、人物訪問摘錄 

  （一）受訪者：屏東火車站站長 唐慶元 

這種意義很好，站在車站的立場，對於有關公益活動我們都會很樂意的去配合，

由其這等於是宣導 H1N1防治，目前正是最需要的時候。而結合社會勞動人，講起來

對勞動人本身是有種教化的作用，對社會也是盡了一點心力，這是很正面的。 

 

（二）受訪者：返鄉旅客 黎先生 

我覺得還不錯呀，把本來只是口頭上說說的事情付諸行動，而且可以提醒大家，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會戴口罩，後來漸漸就會發現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少了，用行動去提

醒大家 H1N1的存在，不要被忽略掉了。 

 

（三）受訪者：社會勞動人 鍾國一 

  發放手工皂及口罩能夠幫助人家預防 H1N1，提醒大家在大眾出入的場所要勤洗

手、戴口罩，這個是不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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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說明 

一、成效評估 

(一)對整個社會而言 

    在現代忙碌擁擠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就只有冷漠，和遇到事情的冷眼

旁觀，社會造就我們的心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即使是你我比肩而鄰，或於路

上擦肩而過，也不曾停下腳步相互慰問，縱使每天做著相同事情，卻不曾了解週遭的情

況；因著這樣的感概，也為打破這層隔閡和陌生，我們找尋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和時間點

舉辦了一場可以縮短彼此的距離和感受社會溫暖的活動，在發放手工皂、口罩以及宣導 

H1N1 的勤洗手的一小段時間裡，大夥感受到的是人們那冰冷不願敞開的心再次因著這

小小的活動溫暖起來。 

 

(二)對社會勞動人而言 

    藉由這次春節送暖活動，帶領社會勞動人投入公益活動，不僅勞動人執行的熱絡，

連旁人亦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馨，勞動人執行中表示這是生命中難得的體驗和洗

禮，從前只知道盲目的過日子，不在乎任何事情，對於生命也沒有任何想法，但是透

過這次的活動，學習到如何與人表示善意和互動，也從茫然的自我中找到了自己存在

的價值，對勞動人而言，無疑是一場能肯定自己並且強化自我心靈，洗脫過去迎向未

來的活動，不僅暖化人心，也軟化自己的從前，造成了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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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相關報導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春節送暖 人間有愛」 

活動剪報資料 

活動名

稱 
「平安勞動」社會勞動人 H1N1屏東車站防疫宣導活動 

時間 99年 02月 12日 地點 屏東火車站 
刊登媒

體 
 聯合報       B2版 刊登日期 99年 0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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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平安勞動」社會勞動人 H1N1屏東車站防疫宣導活動 

時間 99年 02月 12日 地點 屏東火車站 
刊登媒體  真晨電子報   刊登日期 99年 0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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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

稱 
「平安勞動」社會勞動人 H1N1屏東車站防疫宣導活動 

時間 99年 02月 12日 地點 屏東火車站 
刊登媒

體 
 聯合電子報        刊登日期 99年 02月 13日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