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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衛生科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 破 浪 而 出 - 毒 品 危 害 防 治 宣 導 」 

衛 生 教 育 講 座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23日 下午 14:30~15:30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青少年常因好奇或在同儕的鼓吹下碰觸毒品，造成個人    

身、心、靈的危害，甚至犯罪形成社會問題，有鑑於此，本院於 

    106年 06月 23日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同為毒品施用之更生人蔡 

    天勝先生蒞院演講「破浪而出-毒品危害防治宣導」衛生教育宣    

導。 

        藉由毒品更生人的親身經驗使學生了解藥物濫用造成的健    

康、人際、家庭及社會危害，進而拒絕接觸毒品、遠離毒害。參 

    與活動師生共 99人。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年度收容學生衛生教育活動，衛生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

辦理。 

（二）使本院師生了解藥物濫用造成的健康、人際、家庭及社會危害，

進而拒絕接觸毒品、遠離毒害，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 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蔡天勝先生蒞院演講「破浪而出-毒品危

害防治宣導」。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衛教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及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講師由彰化縣衛生局邀請蔡天勝先生入院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利用詢問方式，重新出發後的講師，學生能

猜得出之前的講師是位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嗎?並帶出”毒”這

字為”無法作主-主+毋”的意義。 

（二）活動第二部份，講師藉由影片-破浪而出-帶出自己施用毒品

後的慘痛經驗以及如何下定決心改變自己的過程。 

 (三) 活動最後，講師藉由講述自己被毒品控制時的不堪過去到入

獄後因毒癮發作時的難受經驗，規勸同學毒品不可碰，期許

所有同學對於毒品勇敢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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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破浪而出-毒品危害防治宣導  破浪而出-毒品危害防治宣導 

   

 

 

 
   

蔡天勝先生-經驗分享  蔡天勝先生-經驗分享 

   

 

 

 

   

破浪而出-影片欣賞  勉勵同學對毒品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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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藥 癮 戒 治 醫 療 服 務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 106年 04月 27日 至 6月 8日之星期四 

二、地點：本院個別輔導室與團體輔導室 

三、宗旨：本活動由專業藥癮治療之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醫療團隊提供藥

癮治療服務，協助藥癮者即時且妥善之臨床診斷、醫療處理與輔

導，積極協助戒除成癮物質，強化參與戒癮治療意願降低復發機

率。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矯正署與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於 106 年合作辦理「矯正

機關藥癮、酒癮戒治醫療服務獎勵計畫」，本院之藥癮治療服務

自 106年 3月由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承辦。 

（二）由名籍提供案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學生名冊，供衛生科彙整，

並依班級分梯次辦理，此梯次安排 16名學生，完成者有 14名。 

（三）草屯療養院醫療團隊有藥癮戒治專科醫師、心理師與護理師，為

毒品案由學生提供臨床診斷、醫療處理與輔導等治療服務。 

（四）本院安排門診及團體輔導治療場地、協助學生提帶與秩序維護。 

五、資源運用： 

（一）本案由草屯療養院之醫療團隊負責，並由衛生福利部補助相關經

費，降低藥癮學生就醫經濟負擔，強化參與戒癮治療意願降低復

發機率。 

（二）臨床診斷、醫療處理與輔導等皆由草屯療養院提供，並將學生就

診紀錄輸入本院獄政醫療子系統。 

六、活動內容： 

（一）治療初期為個案建檔，於門診晤談時同時完成藥癮相關問題之評

估量表，藉以了解學生之身心狀態及物質成癮問題。 

（二）藥癮衛教除了認識成癮行為及物質對腦部與生理影響，更深入探

討濫用物質相關之傳染病、高風險行為與情境，藉以提升學生對

其自身生理、疾病之察覺度。 

(三) 團體輔導治療協助學生學習對自己情緒、認知及行為控制，以重

建其成癮心理機轉及行為模式改變，促使他們脫離成癮藥物及改

變行為，提升其身心理健康狀態。 

(四) 學生出院後之追蹤諮詢由草屯療養院之醫療團隊負責，追蹤諮詢

滿 3個月後，將結果銜接轉達保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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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個案資料與評估量表建檔  門診晤談 

   

 

 

 
   

藥癮衛教(1)  藥癮衛教(2) 

   

 

 

 
   

團體輔導治療型態的問與答  團體輔導治療思考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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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務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更生受保護人就促研習活動」第 2場就促輔導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06月 29日 下午 14時 0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女生智班教室 

三、宗旨： 

為提升收容人及更生受保護人就業競爭力，本院與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規劃辦理就促輔導講座活動，藉由瞭解其學生就業

輔導實際需求，並妥善規劃相關資源之整合及運用。使院生對就業

職場有更進一步之了解與認識，增加收容少年對就業資訊了解，改
善就業觀念偏低及自信心不足等因素。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 年 6 月份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研擬辦理方
式，本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就促輔導講座活動以女技訓智班為單位，共計 42名學生

參加。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就促輔導講座活動專業講師之聘請及費用均由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負責。 
（二）本科規畫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先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邀請凱心希望的邱凱信心理師為我們演講，演講主題是「探

索妳的職涯心樂園」，邱心理師教導同學要了解自己喜歡的、

擅長的是什麼，不要把心思專注在自己不喜歡、不擅長的事
物上，如此一來就能專心發展自己的專長，讓自己能在擅長

的領域上發光發熱。 

（二）本次活動首先透過在白紙寫上自己喜歡的顏色、食物、興
趣……等等，讓同學們能更加了解自己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接著藉由抽牌的活動，以及老師專業的解說，透露出同學們

心裡的真正的想法。最後老師請同學們舉手分享自己喜歡的
事物和未來的夢想，充分發揮同學們表達自我的精神，上課

過程中老師與同學互動良好，希望此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能

給同學們帶來莫大的幫助，使他們能選擇自己所愛、愛惜自
己所選，將興趣與工作合而為一，變成終生的志業。 

  



  7  
 

 

七、活動成果（剪影）： 

 

 

    

員林就業服務中心張老師開場  演講主題 

   

 

 

 
   

同學寫下自己喜愛的事物    抽牌活動，讓同學了解內心真正的想法 

   

 

 

 
   

同學們上課認真聽講  員林就業服務中心張老師勉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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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務科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檔 案 室 歷 史 牆 流 程 圖 實 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7日 

二、地點：檔案室 
三、宗旨： 

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四章「檔案應用服務處所之設置」原

則，結合機關為民服務場所，考量納入特定主題或機關沿革檔案之
展示功能，為多元用途之規劃，以發揮空間資源之最大效益。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以「彰輔今昔」為主題，簡介少年矯正教育之開端，並依照片時
代背景細說本院之歷史。 

（二）另参閱書籍及相關網站，以檔案生命為週期，強化專業知識。 

（三）製作歷史照片 6張、流程圖 8張之本院發展歷史牆。 
五、資源運用： 

找尋具有時代背景、歷史意義之本院舊照片，將其用生動之文字描

述，使其具有生命力；最後加以美編、裝修，製作大型輸出圖檔製
作出歷史牆。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規劃於檔案應用室設有常設展場，以本院的發展歷史為圖 
      說製作歷史牆面，直接陳設在民眾容易接近之處，使民眾能深 

刻感受時代變遷，進而體會本院之進步，亦可知悉本院之沿革 

與發展。 
（二）同時，於檔案室置放流程圖，以檔案生命作為週期，將檔案      

經產生以至整理、保管、應用等過程流程化，使民眾清楚了      

解，並加強檔管人員的專業化，期能提供更優質的檔案服務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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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前（全圖）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後（全圖）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前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後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前  檔案應用室歷史牆面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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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摘 除 蜂 窩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23日  

二、地點：車檢站旁、大門口及停車場 
三、宗旨： 

本院地處鄉野氣候宜人四周林木蓊鬱花草扶疏，惟因環境氣候良

好，院區旁有大黃蜂、胡蜂等蜜蜂築巢，致使於車檢站等處工作之
同仁遭蜂螫，對收容學生亦是潛在威脅。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本科事先蒐集同仁及勞動役提供訊息，先確認分別於車檢站旁等

處之蜂窩地點，再聯繫田中消防隊約定時間，請消防隊以專業工具

摘除蜂窩。 

五、資源運用： 
 以電話聯繫田中消防隊協助，免費服務。 

六、活動內容： 

 (一) 106年 6月初因本院附近草木繁盛，容易招蜂引蝶，本科勞動
役於從事除草工作時，曾遭蜜蜂螫咬，但巡查時未發現蜂窩。 

 (二) 106 年 6 月 15 日台中外役雇工來院清理車檢站旁空地時，反

應旁邊有蜂窩；另勞動役於打掃大門時，亦發現大門旁芒果
樹上及兒童學苑樹上有蜂窩。 

 (三) 本科以相機拍照確認地點後，隨即聯繫田中鎮消防隊，派遣

消防車至蜂窩地點，以強力消防水柱將蜂窩沖下，再用塑膠
袋將蜂窩封存，帶離蜜蜂聚集地。 

（四）消防人員表示，蜂窩摘除後，再用霧狀水柱驅離殘餘蜜蜂，

剩餘少數盤踞數日後即會離開，消除蜜蜂對工作同仁、收容
學生及接見家屬之潛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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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田中消防隊來院  拉出水線沖下蜂窩 

   

 

 

    

蜂窩實況-大黃蜂窩  大門口芒果樹 

   

 

 

 
   

兒童學苑樹上蜂窩  「蜂」碩的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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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訓導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第 2季戒毒班家庭日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6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家庭關係修復團體及家庭輔導。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依法務部矯正署 106年 01月 23日法矯署醫字第 10606000140

號函辦理，及本院毒品施用者輔導計畫及家庭支持方案。 

（二）本活動結合每季所辦理之物質濫用諮商團體，分別於團體結
束後辦理，每季辦理 1 次，共計 4 次，本次為第 2 季家庭日

活動，時段為星期二下午 14時 00分至 17時 00分。 

（三）訓導科簽呈擬定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規定，
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四）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 

（一）衛福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帶領，授課鐘點費，每人每小時

850元，活動時間 3小時，共 7650元，已向矯正署申請鐘點
費補助支付。 

（二）預計所有參加學生及家屬，每人給予飲料 1瓶（包）。 

（三）總經費依實際參加總人數，另以請購單簽核。 
（四）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影音短片播放:由衛生福利部臨床心理師解說，影片內 
容為毒品違害方式反毒、拒毒技巧等內容。 

第二階段:家庭關係修復團體活動部分: 

（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擔任團體領導者，班級導師
為協同領導者，以組成修復團體（共 3個團體）。 

（二） 討論內容為影片觀賞後心得分享、家庭倫理的探索、信任關

係之修復、家庭成員間之支持等。 
（三） 相關文件資料或團體活動引導技巧等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臨床心理師或班級導師自行設計或由衛生科提供。 

第三階段:家庭輔導日活動: 
（一） 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擔任團體領導者，班級導

師為協同領導者帶領家屬與學生進行家庭互動、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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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的學習、親職教育，以協助學生出院後之家庭良性

溝通及正向互動為目的。 

（二） 相關文件資料或團體活動引導技巧等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臨床心理師或班級導師自行設計或由衛生科提供。 

第四階段:衛教知識及毒品危害宣導: 

（一）由全體家屬及學生就原觀賞影片位置就座。 
（二）由彰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主辦，宣導毒品危害、戒毒求助

資訊、家屬提問解說及文宣發給等。 

第五階段：家屬與學生個別面對面懇親晤談交流時間。 
比照辦理懇親會方式，家屬與學生面對面晤談，班級導師及衛

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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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家庭日活動-家庭輔導日活動  家庭日活動-家庭輔導日活動 

   

 

 

 

   

家庭日活動-衛教知識宣導  家庭日活動-衛教知識宣導 

   

 

 

 

   

家庭日活動-學生與家屬互動  家庭日活動-學生與家屬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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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學生 106年 6月文康活動『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 

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6月 20日 

二、地點：本院立德樓前操場 

三、宗旨： 
（一）協助學生將「伯努力原理」運用於投擲紙飛機，理解流速與

壓力關係應用於日常生活，寓教於樂提昇學習興趣。 

（二）透過文字表達瞭解學生內心期盼，培養學生動態及正向之課
後休閒活動。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比賽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辦理內部評選報名參賽，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

有異動，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協助學生將「伯努力原理」運用於投擲紙飛機，理解流速
與壓力關係應用於日常生活，寓教於樂提昇學習興趣，透過

文字表達瞭解學生內心期盼並培養學生動態及正向之課後休

閒活動，本院於 106年 6月 20日課餘午後辦理『夢想高飛』
折紙飛機擲遠比賽，總計共有 65名學生參與比賽。 

（二）本次比賽分男生組及女組採分開計分，由參賽學生於紙上寫

下自己的夢想、願望或期許，並依自己喜好製作專屬於自己
的紙飛機參賽，透過活動應證流體力學原理與生活中許多現

象，考驗學生臂力及摺紙的技巧，利用空氣動力學的概念以

及射出角度的掌握，掌握所有關鍵細節的人，才能脫穎而出。
首先登場的是男高中班，只見學生為爭取最好成績使出全

力，把自己的夢想投向湛藍白雲，接著，巾幗不讓鬚眉女同

學亦使出洪荒之力把平常練習時最好狀態延續到比賽現場。
參賽學生在紙飛機上寫下自己的的夢想，如希望能早日與家

人共享天倫、為父母祈禱身體健康、順利考取證照、成為亞

洲首席設計師…等等。 
（三）比賽結果男生組由信班奪得冠軍，義班居次，平班則位居季

軍；女生班冠、亞軍全由德班囊括，活動尾聲在何科長期許

院生「人生有夢，築夢踏實」勉勵聲中劃下完美的句點，院
生一一帶著美好的回憶，朝著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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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折紙飛機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蓄勢待發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成功在握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成果驗收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 

女國中班比賽情形 
 

「夢想高飛」折紙飛機擲遠比賽- 

女高中班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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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國泰送愛．溫暖最 HIGH』生命教育關懷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6月 27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協助學生體驗生命教育課程，認同生命價值並珍惜自己。 
（二）透過生命教育關懷表演活動，勉勵學生堅定信念、肯定自己，

知足感恩勇敢面對人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活動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協助學生體驗生命教育課程，認同生命價值並珍惜自己，

本院於 106年 6月 27日與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合辦，邀請混

障綜藝團蒞院辦理『國泰送愛．溫暖最 HIGH』關懷活動，參
與活動學生人數共計 112名。 

（二）杜院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國泰慈善基金會及混障綜藝團入院

辦理生命教育演出，他們是結合肢障、視障、聽語障、截肢、
腦性麻痺等跨障別人士之表演藝術團體，雖然身體上有不同

的障礙，仍樂觀面對人生，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力爭上游

的精神值得院生學習。表演活動由截肢成員「寶萊塢女神」
用動感舞蹈掀起活動序幕，接著視障團員以專業薩克斯風水

準演奏旋律優美的歌曲「小幸運」贏得台下滿堂采，一連串

的表演除了聽語障團員精采的扯鈴表演外，還有令人動容的
歌唱表演，其中腦性麻痺團員以一首「掌聲」獲得熱烈的回

響，只見台下學生感動紅了眼眶。     

（三）團員除了參與各項才藝表演外，更在台上分享他們心路歷程，
從自怨自艾到珍視自己，進而肯定自己，堅持永不放棄的信

念感動了同學的心靈，他們同時也勉勵院生要珍愛生命，勇

敢面對人生挫折，堅持完成自己夢想，活動在充滿希望愛的
掌聲中圓滿落幕，留給院生滿滿的祝福及勇敢向前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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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院長致詞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院長致贈感謝狀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動感舞蹈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薩克斯風演奏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動人歌唱表演  生命教育關懷活動-扯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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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 矯 正 戰 技 訓 練 成 果 」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28日 下午 17:00~17:50 

二、地點：本院大操場 

三、宗旨： 

          本院收容對象大部份為未成年之青少年，法院及保護官甚為

保護之對象，不能體罰，不能毆打。但青少年血氣方剛，時常對管教人

員抵抗及不服從管教，或對其他收容人暴力相向。相形之間，本院戒護

同仁不足的警力要戒護青少年尤為嚴竣。第一線矯正人員所承擔之戒護

壓力，可想而知。在現今預算緊縮，員額請增不易的情況下，矯正機關

的戒護安全仍還有賴第一線管教人員秉持專注與敬業的精神，持續守護

社會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值此之際，維護安全的值勤環境是每一位管教人員的共同期

望。長期以來，矯正機關的勤務中心透過安全警報系統支援緊急事故，

但這意味著戒護人員必須孤軍奮戰直到支援抵達的事實。尤其，事故的

發生未必留有轉身脫離或使用警械的機會，因此矯正人員之本職學能及

術科技能尤應加強。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年上半年度加強常年教育矯正戰技訓練，練習小八極拳第

一式至第九式。 

（二）請本院種子教官陳俊羽擔任教學工作，將每一招每一式經過分

解動作，示範予同仁學習當中要領，再融會貫通應用。 

   (三) 經過反覆學習及訓練，於本（6）月底展示訓練成果。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矯正選技訓練活動，本院提供場地、照相設備及錄影器

材。 

（二）運用署頒「矯正戰技手冊」，請院內教官教授課程內容。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種子教官集合參與同仁，先列四個班前後左右對

齊後，拉開適當距離。 

（二）隊伍就定位後，教官喊口令：第一式雙抱拳，同仁動作定位

後緊接著第二式屈膝雙伸、第三式左蹬腳、第四式右蹬腳、

第五式右提膝、第六式頂心肘、第七式黑虎偷心、第八式大

蟒纏身及第九式搨掌。 

 (三) 活動最後，教官示範遇攻擊時招式之實際運用，動作應迅速

及簡化以防範對應突來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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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第一式雙抱拳  第二式-屈膝雙伸 

   

  

 
   

第三式左蹬腳  第四式右蹬腳 

   

  

 
   

第五式右提膝  第六式頂心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