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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監獄連江分監收容人司法保護需求之探討 

許炳輝 

 

 

 

 

壹、收容現況分析 

馬祖地區民風純樸，各類犯罪人數均少，故本分監收容對象含括多種類型，

有受刑人、被告、觀察勒戒、戒治處分及少年等，前揭對象男女兼收，使本分

監成為一所具多功能綜合性之犯罪拘禁矯正機構。綜觀本分監歷年來新收收容

人數統計，均在百人以下，而同時收容所內最多人數為 87年間曾達 79人，截

至目前收容人僅 16人。分別為受刑人 15人及被告 1人；其個別資料及分析如

下。 

一、收容人個別資料 

 

性別 年齡 罪名 刑期 學歷 
入監前

職業 
類別 

1 男 42 詐欺 1年 10月 專科 服務業 受刑人 

2 男 42 
兒童性交

易 
4年 高中 工 受刑人 

3 男 22 毒品 2年 2月 高中 服役 受刑人 

4 男 52 毒品 5年 1月 國中 工 受刑人 

5 男 33 竊盗 1年 4月 國中 工 受刑人 

6 男 27 竊盗 2年 高中 工 受刑人 

7 男 39 妨害性自主 4年 高中 工 受刑人 

壹、 收容現況分析 

貳、 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之概況 

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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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罪名 刑期 學歷 
入監前

職業 
類別 

8 男 20 毒品 2年 高中 服役 受刑人 

9 男 39 重傷害 6年 高中 工 受刑人 

10 男 43 毐品 3年 8月 高中 服務業 受刑人 

11 男 50 
入出國移

民法 
5月 

不識

字 
漁工 

受刑人

(大陸籍) 

12 男 21 偽造文書 1年 6月 高中 服務業 受刑人 

13 男 52 
公職選罷

法 
4年 高中 

民意代

表 
受刑人 

14 男 48 
公職選罷

法 
3年 2月 高中 服務業 受刑人 

15 男 49 
公職選罷

法 
3年 2月 國中 服務業 受刑人 

16 男 50 貪污罪 

 

碩士 公 被告 

二、收容人年齡分析表 

年齡 未滿 18歲 18至 29歲 30至 39歲 40至 49歲 50至 59歲 60歲以上 合計 

人數 0 4 3 5 4 0 16 

三、收容人刑期分析表 

刑期 1年未滿 1-3年未滿 3-5年未滿 5-7年未滿 7-10年未滿 10年以上 無 期 

人數 1 6 6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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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容人學歷分析表 

學歷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專以上 合計 

人數 1 0 3 10 2 16 

五、收容人入監前職業分析表 

職類 
服公職

或兵役 
服務業 農林漁牧 勞技工 無業 合計 

人數 4 5 1 6 0 16 

六、結果分析： 

馬祖地區各類犯罪人數較少且非惡性重大之罪犯。依本分監目前收容對象進

一步解析各項數據如下： 

（一）收容人皆為男性，僅一名被告餘 15名為受刑人。 

（二）罪名部分以毒品(含煙毒及藥事法)案者 4人最多。 

（三）刑期以 1至 5年以下者合計 12人，約占 75％。 

（四）年齡在 30歲以上至 49歲之青壯年者共 8人，約占 50％。 

（五）學歷方面，以高中程度以下者共計 14人，約占 87.5％。 

（六）入監前職業則以勞力技術工 7人，約占 43％為多。 

統整分析結果，本監收容人：皆為男性、刑期 1 至 5 年 （75％）、青壯年

（50％）、高中程度以下（87.5％）及勞力技術工人出身者（43％）為多。

收容人中以毒品及竊盜犯居多，刑期短、學歷較低且過去之工作經驗多屬

勞工人員，男性青壯年係家庭經濟命脈之主力來源，入監執行造成家庭經

濟困難的問題，因而未來出獄後之就業輔導應是司法保護之核心要項，所

以目前全國各矯正機關正積極舉辦收容人就業博覽會增加就業媒合，提高

收容人出監後就業機會，藉以減少再犯，而外島地區資源缺乏相對增加其

困難度。 

貮、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之概況 

本分監地處外島人力及資源有限，因此須委請福建連江更生保護會予以大

力的協助，以推展相關教化及技能訓練活動。兹將建連江更生保護會近年

協助本分監各項工作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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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輔導就業宣導： 

福建連江更生保護會為了協助收容人出獄後能積極、順利就業，並建

立收容人正確職業道德觀念，使其在監具備更生的能力和信心，不定

期由輔導員到本分監對收容人實施就業、創業諮詢輔導，培養其正確

求職觀念，並透過出獄後追蹤輔導，加強個案就業意願。 

  

福建連江更生保護會及就業服務站人員蒞監輔導 

二、協助技能訓練，習得一技之長： 

為提升更生保護功能，培養更生人一技之長，福建更生保護會積極構

思具外島地方特色及經濟價值的技訓班，希望能讓收容人在監學到實

用的一技之長，出獄後能自食其力，順利重新開始。101年 3月 22日

設立魚麵製作班，培養收容人製作魚麵之技藝，該老師係由當時兼任

福建更生保護會連江辦事處主任的連江地檢署檢察長洪培根，多次親

自搭船前往北竿拜訪、請益名聞全國媽祖阿婆魚麵老闆娘─高齡 80多

歲的李伙金女士，堪稱現代版「三顧茅廬」，李女士受其誠心感動應允

傳授監所收容人技藝。嗣後並將魚麵製作技術移轉到金門本監開拓自

營作業項目，且經改良配方並擬定機器化製程後，於 102 年農曆春節

前正式量產上市。 

 
李女士傳授收容人技藝—製作魚麵 

三、協辦收容人面對面及電話懇親，紓解思鄉情懷： 

每年春節、母親節和中秋節等三大節日，協助本分監辦理收容人面對

面懇親及電話懇親活動，由福建連江更生保護會提供豐富菜餚及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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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百元電話卡，讓其享用美食及打電話回家報平安，紓解其懷鄉思

親之情。 

 
福建連江更生保護會提供收容人豐富菜餚及禮品 

 
收容人懇親會 

四、成立書法班，改變收容人氣質： 

為培養收容人文藝氣息，成立收容人書法班，每週一次蒞監教導收容

人書法技巧，藉由書法的練習，培養耐性、穩定情緒，削減收容人暴

戾之氣。 

 
老師蒞監教導收容人書法技巧 

參、困境-本分監執行司法保護之困難 

一、依據法務部最近統計(102年 7月) 在監受刑人中，以毒品犯 2 萬 6,783 

人占 45.6%居首，本分監毒品犯雖只有 4名，但毒品犯回籠率高，馬祖

地區除本分監在辦理藥癮醫療處遇等事項資源不足，毒品犯本身在接受

毒危中心之追蹤輔導或尋求更生保護協助意願低落，加上家庭、社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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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照護體制建構尚非周全，故在預防毒品再犯之策略上亦是一項困

境。 

二、本分監收容人少且刑期短，人員變動快速不固定，如規劃短期訓練或技

職訓練，常有招生不足或受訓期中而出監造成人員不足，形成資源浪費，

而技能亦無法傳承的窘境。而馬祖地區人口少，商業不發達，企業廠商

相對少工作機會提供，技職訓練專業人士嚴重缺乏不足，傳統產業技術

亦出現斷層現象，經驗無法傳承等之困境。馬祖地區亦幾乎無加工業可

言，故本所收容人無法比照台灣監所安排加工作業；且本所收容人少，

僅用以自給自足之提供炊事打掃等作業人力需求，如在建物設施等維護

上，有假手收容人之協助時，即由本所同仁或外來技工適時教予各項修

繕技藝，稍微彌補不足之遺憾。 

肆、結語－本分監之因應作為與努力方向 

一、本分監在資源缺乏情況下，同仁仍秉持著人人都是教誨師，也是人性改

造工程師之關愛胸懷，在日常管理中遂行各項身教及言教之輔導作為，

亦配合連江地檢署經常性舉辦各類大型活動，如青少年犯罪預防暑期成

長營等參訪，並與當地宗教、社會慈善團體、機關學校等建立良好互動

關係，引進各類資源，辦理活動、協助教誨或致贈慰問品等，讓收容人

感受社會各界溫暖的關懷。為收容人之化莠為良竭盡心力下，相信必能

感化收容人，促使砥勵改悔向上。尤其針對再犯率高的毒品犯，後續仍

須更多的努力，邀請更多更保志工及社工師、心理師、醫療專業人員共

同投入，才能使毒品犯的矯正效果更為明顯。 

二、本分監收容人多數為勞工或服務業、刑期短、教育程度多數高中以下之

青壯年，若收容人有穩定的工作就會避免再犯罪，因而配合更生保護會

或就業服務站等提供協助技能訓練、就業輔導甚至小額貸款自行創業等

保護方式，以提供收容人出監之後有一個方向，避免迷失再犯是一大助

力。分監雖有 10名職員，但多屬戒護人員。相關輔導及技能訓練業務多

係兼辦，對於舉辦教化與技藝訓練人力及經費均較為不足，實為目前本

分監之困境。但本分監仍將持續運用社會資源，密切配合並妥善運用更

生保護與觀護體系之資源，對於收容人之技職訓練與就業輔導，將委請

更生保護會及就業服務站尋覓優質合約廠商，請企業主先予認輔收容人

觀察了解，期能消除僱主的「刻板印象」，建立雙方相互信任，待出監再

予任用，達成勞僱雙嬴之局面，期許能有效減少再犯，讓受刑人能改悔

向上達到矯正效果。（作者為連江分監分監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