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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面對面懇親春節面對面懇親春節面對面懇親

主　　辦：臺北少年觀護所

來　　賓：31人     

少　　年：155人

活動說明：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春節面對面懇親活動，一早

開封完各班級依序帶至大禮堂及中央花園開始

進行面懇。少年可以在過年前感受到親情的溫

暖及關心，有些人聊著就不禁淚流滿面，這種

思念家人的心情湧上心頭，更是如此讓人鼻酸

及不捨，此次親情接觸活動及離別擁抱似乎給

予同學們不少身心上的安慰及支持。

活動時間：10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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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基信成長營基信成長營基信成長營

協　　辦：實踐大學 

來　　賓：22人

少　　年：83人

活動說明：本次是實踐大學基信團蒞所舉辦為期4天

的營隊活動，主題為擁抱希望迎向未來。

其主要目的是讓工作人員和成員間彼此培

養這4天以來所需的活動默契以及團體榮

譽，以進行小組活動的遊戲方式讓成員們

珍惜本活動的默契培養，而這一連串的團

隊遊戲及課程，想必這將成為少年們美好

的回憶。

活動時間：106年1月16～17日
　　　　　106年1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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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講 者：劉銘先生

來　　賓：5人     

少　　年：111人

活動說明：來賓劉銘先生蒞所分享自我生

命歷程並現身說法，他告訴在

場的少年們，身體上的殘缺不

會影響個人的能力和價值，

一個人的價值，不是贏過多少

人，而是幫助過多少人。人要

是有影響力，都可以用自己的

生命影響他人的生命，既使犯

錯了、跌倒了，要檢視自己，

從中學習，從修正中使自己成

為更好的人。

活動時間：106年2月23日

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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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詩歌詩歌及戲劇表演及戲劇表演

協　　辦：天母靈泉堂

來　　賓：15人     

少　　年：75人

活動說明：本次活動是天母靈泉堂的夥伴們

以詩歌合唱的方式吸引少年的目

光，並給予少年信仰上的慰藉，

再藉由經驗分享以及戲劇表演，

用貼近少年生活的方式，引導他

們對自身所做過的錯事悔改並自

我檢視，希望少年們人生有所改

變，以達到宗教良善之本意。

活動時間：1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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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辦：中華數位內容發展協會 

來　　賓：4人

少　　年：89人

活動說明：中華數位內容發展協會的老師群至所講

授有關生物學科的相關測驗，以及關於

國文「元曲」的知識，並給予解題及小

禮物等等的獎勵，以較輕鬆趣味的遙控

器回答的方式，使少年們能更加投入活

動過程以及熱烈的參與活動，讓少年們

可以有多樣化的學習方式，也在這次的

活動中可以收穫良多。

活動時間：106年3月29日

數位內容解題課程數位內容解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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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少觀所的日子  │鄭○○

我想為您做一件事 
我想為我的媽媽做一件事，一件雖然微不

足道但我覺得意義深重的事，就是為她煮一頓

晚餐。可能不是山珍海味，可能廚藝也不算及

格，但裡頭有我滿滿的心意，讓她可以嚐到我

用心和愛心。

為甚麼想煮一頓晚餐給媽媽呢？曾經的

我懵懵懂懂，挺了一個大肚子回家，當時沒人

贊成這小生命的出現，只有我的媽媽支持我、

陪伴著我，並溫柔的告訴我：「以後就是媽媽

了，連煮飯都不會那怎麼行！」，於是我就跟

著媽媽學習煮飯做菜，雖然身體是辛苦的，但

心中是溫暖的。

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忘懷身為一位「母

親」的偉大，陪在自己身旁的永遠是家人，也

是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母親」的辛苦，懷胎十

月將我們生下，看著我們一點一滴的長大，每

天煮三餐。待我體會到後，真的很想為我媽媽

煮一頓晚餐，讓她知道我長大了！當然不只一

頓，而是每一頓！

在少觀所已經待了一年多了，還記得剛入

所的第一天，我一副什麼都不在乎的樣子，那

時候覺得沒關係，反正我關再久也只是幾個月

而已，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再加上那時候的

我心情非常的浮躁，三不五時就會違規一次，

完全沒有任何的反省和懺悔，就這樣的過一天

算一天。一直到後來，我開始上少觀所內安排

的課程，我才體會到被關心的感覺，那時候有

許多的志工老師都會來關心我在所內的近況還

有心情，或者跟我聊聊天，說說心裡的話，讓

我可以不用把所有的不愉快全都吞進肚子裡，

而是可以說出來和老師討論要如何面對，就這

樣過著充實的每一天。

看著這麼多的志工老師用心的教導我們，

真的很感動，我也一直告訴自己，出所以後，

也要像志工老師一樣去幫助那些還沒找到方向

的青少年，我想成為一位「助人者」。剛開始

去接觸和認識這份工作時，我發現這項工作並

不是那麼的簡單，它有非常多的功課要做，例

如：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需要的是

什麼，才有辦法去了解別人，所以我開始去努

力的了解自己、認識自己，也去思考自己需要

的是什麼，有的時候我也會閱讀相關資料，或

是看一些書報，好讓自己認識更多，剛開始

真的是困難重重，有時候真的很想放棄，心想

為什麼這看似簡單的道路，會遇到那麼多的困

境，但志工老師們都希望我不要那麼輕易的就

被打敗，希望我能堅持下去，也從中給予我許

多鼓勵和一些意見來引導我的方向，讓我可以

再度的爬起來，去面對所有難關，這中間只要

我遇到困難，我都會與老師們討論，聽取老師

們的建議，從中找出我想要的答案。

我覺得我們這些少年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那

樣，我們只是缺乏了一些我們所想要的溫暖，

短暫的迷失了自我，暫且找不到方向，但只要

有人給予我們方向與關愛，還有肯定我們、接

納我們，這樣我們就能夠找回自己，走上正

途，不再走偏了，我們並不需要金錢上的幫

助，只需要社會大眾可以相信我們，不要去在

乎我們的過去，而是看到我們現在的改變，只

要有人肯給予我們鼓勵，我相信那些真的想改

變，想回頭的人一定會非常的開心，並且努力

的去完成他們的目標。

更生少年並不是注定一輩子都會失敗，只

要有一顆肯改變的心，願意付出努力，無論做

什麼都會有所不一樣。

 │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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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我的母親
從小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是由乾媽一手帶

大的，在我眼裡她就是我的母親，更是我的恩

人。但她很不幸的在一場車禍中撞碎了膝蓋的

軟骨，因此她終身都不方便行走，又因為她有

一大把年紀了，所以身體非常虛弱，在去年年

初時她退休了！而她退休了以後，家中的經濟

重擔便輾轉到了我的身上，但是她從來都不會

逼我去找工作，反而省吃儉用的供我讀書，我

當下真的很自責，我怎麼這麼不孝，她能安穩

的養老才是我最大的心願啊！

之後我開始找地方打工，讓自己回家不伸

手拿錢，也可以負擔水電等等的費用，只是我

對錢的渴望太過強烈，我想賺更多的錢讓母親

開心，而走了這條令我後悔莫及的不歸路，直

到被抓的那一刻，我才發現媽咪他所要的不是

錢，而是那份願意孝敬她的心，因為我愚蠢的

行為惹她生氣、難過，這不是她所希望的，我

只要做回以前乖巧懂事的女孩就好。

我告訴自己如果可以，我要在她的下半輩

子的日子裡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當她的雙腳帶

著她去行走這個世界，而我還想對她說：「媽

咪我愛您，讓我來當您的雙腳吧！」。

我要努力 
我進出北觀很多次，每次進來媽咪、姐姐

們都為我做出許許多多的事，而我卻什麼事也

沒替她們做過，反而還讓媽咪擔心到胃出血，

我真的很不應該，我很對不起我的家人。我也

知道錯了，現在的我最想為家人做的事就是好

好改變自己，陪在家人身邊，如今的我因感化

而無法做到，但一年半後我一定會做到的，因

為是為了我的家人，現在的我只想趕緊轉到感

化院把分數拚一拚，出去陪我的家人。

自從我這次進來，每天都一直在想我與

家人的相處時光，越想雖是越難過，但很懷念

也很開心，老實說我陪在家人身邊的時間真的

少得可憐，因為其實我非常非常愛玩，愛玩到

沒有節制，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外面玩

樂，根本很少回家，但現在的確非常非常的

後悔，而後悔也來不及。我現在最需要振作起

來，去面對現在的處境，也要勇敢去面對自

我，內心的自我，我告訴自己：「加油！你可

以的，為家人也為自己而加油！」。

我相信自己，我也會改變給我家人看的，

即使我的家人不相信，但我還是會努力做給我

最愛的家人看的，希望你們等我一年半。現在

的我最想要為家人做得一件事就是改變自己，

撐過一年半快快出去陪她們，我替自己加油，

我愛妳們，也好想好想妳們，一年半我可以

的，一定撐得過的，加油！加油！

 │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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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動名稱 參加單位 備註

1月 4日 (三 ) 毒品衛教宣導 新北市衛生局 演講

1月 5日 (四 ) 國語日報社活動 國語日報社 演講

1月 11日 (三 ) 法律宣導 臺北市律師公會 演講

1月 16、17日 (一、二 ) 實踐大學基信團活動 實踐大學 活動

1月 18日 (三 ) 愛學習成長營 新北更生保護會 演講

1月 19、20日 (四、五 ) 實踐大學基信團活動 實踐大學 活動

1月 23日 (一 ) 春節電話懇親 臺北少年觀護所 活動

1月 25日 (三 ) 春節面對面懇親 臺北少年觀護所 活動

2月 3日 (五 ) 就業宣導 臺北市就業服務中心 演講

2月 8日 (三 ) 法律宣導 臺北市律師公會 演講

2月 15日 (三 ) 愛學習成長營 士林更生保護會 演講

2月 22日 (三 ) 愛滋病衛教宣導 新北市衛生局 演講

3月 1日 (三 ) 詩歌及戲劇表演 天母靈泉堂 表演

3月 8日 (三 ) 法律宣導 臺北市律師公會 演講

3月 15日 (三 ) 愛學習成長營 新北更生保護會 演講

3月 22日 (三 ) 菸害防治衛教宣導 新北市衛生局 演講

3月 29日 (三 ) 中華數位解題課程 中華數位內容發展協會 演講

106 年 1 月至 3 月文康活動

『你爆料，我爆料，貪官污吏逃不掉；

   手牽手，心向廉，共創幸福好家園。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