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韓國宣道-福音新春佈道會 

活動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活動時間  102年 1月 31日 參加人數 184人 

四教區、四工、信舍收容
人於教誨堂參加活動。 

  

為結合機關、社會團體及

社會資源之運用，針對在

所收容人加強教誨教育功

能。 

 四教區、四工、信舍收容
人於教誨堂參加活動。 

 

為結合機關、社會團體及

社會資源之運用，針對在

所收容人加強教誨教育功

能。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臺灣燈會-全國花燈競賽 

比賽地點 新竹縣 

比賽時間  102年 2月 23日 參加人數 5人 

製作花燈參加 2013 年全
國花燈比賽。(榮獲佳作) 

  
 
 

為爭取機關榮譽及使收容

人集思廣益發揮創作力，

且以環保材料製成作品，

以符合環保功能。 

 製作花燈參加 2013 年全
國花燈比賽。(榮獲佳作) 

 

為爭取機關榮譽及使收容

人集思廣益發揮創作力，

且以環保材料製成作品，

以符合環保功能。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藝起合唱.迎向未來合唱東區初賽 

比賽地點 台東戒治所 

比賽時間  102年 3月 5日 參加人數 25人 
參加 2013 年藝起合唱.迎

向未來合唱東區初賽。
(榮獲第 1名) 

  

藉由合唱競賽，培養收容

人團隊精神、積極創新及

正向自我之概念，並透過

歌曲詮釋，激發收容人創

意及才藝。 

 參加 2013 年藝起合唱.迎
向未來合唱東區初賽。
(榮獲第 1名) 

藉由合唱競賽，培養收容

人團隊精神、積極創新及

正向自我之概念，並透過

歌曲詮釋，激發收容人創

意及才藝。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102年藝起合唱.迎向未來合唱全國決賽 

比賽地點 台北監獄 

比賽時間  102年 3月 26日 參加人數 25人 
參加 2013 年藝起合唱.迎

向未來合唱全國決賽。
(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 

  

藉由合唱競賽，培養收容

人團隊精神、積極創新及

正向自我之概念，並透過

歌曲詮釋，激發收容人創

意及才藝。 

 參加 2013 年藝起合唱.迎
向未來合唱全國決賽。
(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 

藉由合唱競賽，培養收容

人團隊精神、積極創新及

正向自我之概念，並透過

歌曲詮釋，激發收容人創

意及才藝。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 4月份文康活動-桌球比賽 

比賽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比賽時間  102年 4月 17日 參加人數 28人 
各教區各派 7 人至中央台

二樓教誨堂參加桌球比
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各教區各派 7 人至中央台

二樓教誨堂參加桌球比
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生命教育關懷』講座 

授課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授課時間 102年 5月 13日 參加人數 180人 

第 2、7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聆聽老師講課。 

  
 
 為結合機關、社會團體及

社會資源之運用，由前立

委王天競先生負責授課生

命教育關懷講座，加強教

誨教育功能。 

 
第 2、7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聆聽老師講課。 

為結合機關、社會團體及

社會資源之運用，由前立

委王天競先生負責授課生

命教育關懷講座，加強教

誨教育功能。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端午節電話孝親 

活動地點 中央台前長廊 

活動時間 102年 6月 7日 參加人數 816人 

各場舍收容人於中央台前
長廊進行電話孝親活動。  

為落實獄政行刑人性化，

並關懷收容人佳節思親之

情，藉親情感化收容人，

使其改悔向上、重新做

人。 

 
各場舍收容人於中央台前

長廊進行電話孝親活動。 

為落實獄政行刑人性化，

並關懷收容人佳節思親之

情，藉親情感化收容人，

使其改悔向上、重新做

人。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美國紐奧良教會詩班音樂佈道 

活動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比賽時間  102年 7月 31日 參加人數 169人 

第 3、4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參加活動。   

為有效輔導受刑人，撫慰

其心靈，期能幫助受刑人

因聽信福音而改變惡習，

奮發向善。 

 
第 3、4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參加活動。 

為有效輔導受刑人，撫慰

其心靈，期能幫助受刑人

因聽信福音而改變惡習，

奮發向善。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 8月文康活動-環保創意立體模型設計比賽 

比賽地點 輔導科展覽室 

比賽時間  102年 8月 27日 參加人數 15人 

製作模型參加文康活動模
型設計比賽。 

  

為喚起收容人對環境的關

懷及認識，提昇收容人環

保行動力暨發揮收容人藝

術創意才能。 

 
製作模型參加文康活動模
型設計比賽。 

為喚起收容人對環境的關

懷及認識，提昇收容人環

保行動力暨發揮收容人藝

術創意才能。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 9月文康活動-卡啦 OK 歌唱比賽 

比賽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比賽時間  102年 9月 26日 參加人數 15人 

第 3、4 工場收容人共
180 人聆聽欣賞。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第 3、4工場收容人共 180
人聆聽欣賞。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 10月文康活動-排球比賽 

比賽地點 一教區運動場 

比賽時間  102年 10月 22日 參加人數 48人 

各教區各派 12 人至一教
區運動場參加排球比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各教區各派 12 人至一教
區運動場參加排球比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國際基甸會巡迴監所演講 

授課地點 中央台二樓教誨堂 

授課時間  102年 11月 19日 參加人數 138人 

第 4、5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聆聽老師講課。   

由事業有成更生人分享親

身經歷，勉勵及指引收容

人，棄惡從善、自助人

助，  體會天生我才必有

用的道理。 

 
第 4、5 工收容人於教誨
堂聆聽老師講課。 

由事業有成更生人分享親

身經歷，勉勵及指引收容

人，棄惡從善、自助人

助， 體會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道理。 

 
 
 
 
 
 



 
 

                                     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 收容人 12月份文康活動-運球接力投籃比賽 

比賽地點 一教區運動場 

比賽時間  102年 12月 30日 參加人數 80人 
各教區各派 20 人至一教

區運動場參加運球接力投
籃比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各教區各派 20 人至一教
區運動場參加運球接力投
籃比賽。 
 

為倡導收容人正當育樂活

動，調劑身心健康，並培

養團隊精神，促使守法守

紀，達到寓教於樂之目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