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北區幸運草振興市集

新聞稿 
                               

●活動時間：109年 7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時 
●活動地點：新北市板橋大遠百  
●連 絡 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唐組長研田  ●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 陳主任美霞 
  電    話：02-27371232 ; 0910-216-146   電    話：02-22608369; 0918-216-899 
  e-mail：aca 215 @mail.moj.gov.tw       e-mail：after-care236 @mail.moj.gov.tw 

                                                                                

 

    幸運草振興市集璀璨登場 力挺更生人     

    今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廣泛衝擊更生人創業成果，

臺灣更生保護會為響應政府紓困政策，董事長邢泰釗於疫情初期責

成推出紓困 1.0版，針對受疫情衝擊的貸款事業主，規劃(1)暫時

降低每期還款金額(2)暫停催收(3)延長還款期限等三種暫時性保

護措施。旋為進行防疫作為超前部署，陸續推出紓困 2.0 版及 3.0

進階版，俾造福更多更生人。 

    隨著國內疫情逐漸趨緩，政府為了鼓勵民間消費，陸續推出不

少政策振興經濟，其中「振興三倍券」於 109年 7月 15日開始發

送，藉此刺激國內消費市場。該會為配合政府政策，協助創業貸款、

自營事業更生人及安置處所工作坊行銷更生產品，先行規劃 109年

7月至 8月全國分三區舉辦幸運草振興市集，協助更生人開拓振興

三倍券消費市場，9月至 12月各分會結合轄區社會資源賡續辦理。

除藉此肯定更生人自我價值外，也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

果。同時邀請貧困的更生人家庭參加，讓彼等暫時釋放壓力，親子

同遊曬幸福。本次活動由董事長邢泰釗主持，特別邀請法務部長蔡

清祥、北區檢察機關及監所首長與產官學各界佳賓參與本次盛會。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遠在金門之福建更生保護會首度跨海設攤共

襄盛舉，歡迎社會大眾前往踴購更生商品。 

        食藝精華 盡在更生 振興有禮 加碼回饋 

  本次活動主要行銷臺灣北區更生人創業商品，包羅萬象，琳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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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舉凡文創美食，民生百貨，最夯商品應有盡有。現場特別安

排創意開幕儀式以及更生商品活力秀。消費者得以振興券兌換點

券，每 5百元加贈 1百元點券之方式，於市集活動當天提供消費者

公開兌換，多買多送，好康回饋無上限。活動攤商中不乏創意優質

商品，等著您來發現推廣。所謂行行出狀元，他們的未來，充滿無

限可能，若持續鑽研，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假以時日，不無可能就

是臺灣下一個吳寶春！          

       藝文饗宴 愛心彙集 藝鳴驚人 鼓舞更生  

   本市集結合新北市大遠百及市政商圈人潮辦理活動，預期將吸

引眾多人潮前來消費，有效提昇更生產品能見度。為增進市集之

趣味性與聚焦民眾目光，特別邀請多位本會輔導有成更生人藝術

表演者、安置處所收容同學及愛心藝術團體等參與演出，讓社會

大眾瞭解更生朋友多才多藝的一面。歡迎前往參觀指教。 

       更保之愛 踏實築夢 點亮希望 感謝有您  

本次活動藉由「幸運草」這微小且柔弱的植物，隱身於市集中，

引領發現者，照見平凡中的幸福、生活中的喜悅，並藉此讓他們獲

得自我肯定的機會，也讓民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該會另於 8

月在中南部接力辦理分區幸運草振興市集，歡迎各界共襄盛舉。期

盼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以實際行動關懷及接納更生人，支持

購買更生產品。並歡迎提供意見供改進研發，以提昇產品品質，幫

助更生人重生之路成長茁壯。 

             

附件一 500換 600 更生陪您拼振興〜北區幸運草市集活動流程表 

附件二 輔導故事人物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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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北區幸運草振興市集  
輔導故事人物側寫 

 【揮別過往 白粉變麵粉 揉出新人生】 
    民基從小父母離異，在隔代教養中成長，正當念書的年紀卻中途輟學，先

是跟著舅舅做燈具工作，後來又到板模工廠，沒多久又換拆屋工作一直到當兵，

期間即因為好奇曾使用毒品。當兵回來後的民基找到做鐵窗鐵門的工作，雖然

做了 5年，但又因為加入幫派，改換討債圍事工作，而幫派另有經營酒店，民

基在酒店中再次接觸毒品，33歲的民基第一次入監服刑被關了 1年多；出監後

的民基依舊繼續吸毒、販毒，於是再次入監服刑關了 3年多後假釋；民基這時

雖然想要好好生活，但是心中又想著販毒賺錢多容易，因此帶著僥倖的心態，

與小 2歲的弟弟一起吸毒、販毒，就這樣第三次入監服刑重判 6年 8月，而民

基的弟弟從 18歲開始也因為吸毒、販毒，迄今仍在監服刑。 

    不惑之年的民基，想著難道自己一輩子都要在監獄渡過嗎?又突然接獲母親

罹癌的消息，赫然驚醒「我不要再被關了!!」，於是民基定下心來，在監所努力

學習麵食及木工的技能。 

    107年 7月 6日民基假釋出監，決定運用在監所習之技能，製作饅頭包子的

小生意，於是加緊腳步並精進創新口味。民基的妹妹在菜市場賣女裝，也提供

銷售上的看法及意見，媽媽見到民基真的改頭換面了，雖然生病，但也開心地

一起幫忙，就這樣「嗨歐包子饅頭工作室」，在民基出監後短短不到 1個月的時

間正式開張。而新北分會黃文智更生輔導員於家訪追蹤時，也不斷關心鼓勵民

基，還訂購其饅頭包子分送親友，給予民基最實際的肯定! 

    民基租下住家頂樓加蓋處成為工作室，不斷鑽研新的口味、造型，而妹妹

看見哥哥的改變也情義相挺，改販賣哥哥製作的饅頭包子，媽媽也在端午節前

夕應景販賣親手包的南部粽，獲得不少訂單；除了實體行銷外，民基與妹妹也

用心經營臉書，增加行銷管道。民基也常主動請教新北分會黃輔導員生意上的

問題，兩人建立了亦父亦友的關係。108年 4月 24日法務部舉辦媒體茶敘，邀

請民基現身說法並與蔡部長一同現場製作包子，分享創業及更生歷程。新北分

會亦大力安排民基到司法新廈更生保護攤位設攤，端午節前夕更在新北地檢署

一樓特別舉辦「更生之友」特賣會，開賣後不到 2小時即銷售一空，給予民基

的手藝及家人們最實質的賀禮及肯定! 

    現在的民基不只親手揉出新人生，也懂得用微薄之力做公益，常常捐贈賣

不完的饅頭包子給育幼院等慈善團體。民基在家人的支持及更生保護會的協助 

下，也一步步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嗨歐包子饅頭(攤位號 12)~新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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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幸福  捲進每個人心中】        

   不加一滴水，選用 CAS認證優質雞蛋，純手工製作的-艾格諾先生蛋捲 

小時候的味道，找回消失的記憶，香甜濃郁，幸福再現   

   小邱小時候父親開修車廠，家境雖稱不上富裕，但生活無虞，後因父親染上

賭博惡習，致債務高築，家道中落。所以，在國小三年級時，舉家搬回嘉義，

童年成長都在嘉義，由祖母帶大，備受竉愛。國中時期很叛逆，除毆打老師，

還幫朋友討債，因恐嚇取財罪名被判四年保護管束。升上高中後，依然放蕩愛

玩，20歲那年，他為了義氣，帶著槍枝，跑去幫朋友討債，還因而犯下擄人勒

索重罪，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定讞，開始了長達 18年的牢獄生活。 

    在監期間，疼愛他的家人都未曾放棄他，祖母因年事已高，無法探監，但

母親與妹妹每週面會，不斷鼓勵他。在獄中一位周姓主管更鼓勵他去參加讀書

會，看書改變了他的觀念跟思想，同時也開闊了他的心靈與視野。入監服刑 2

個月後父親就生病過逝，他非常想念祖母，希望早日假釋，回到嘉義老家陪伴

老人家安享餘年。為了爭取假釋機會，小邱認真學習，努力創作，參與各項比

賽，獲獎無數，終於在 106年假釋出獄。出獄後，才得以知最疼愛他的祖母早

已往生，家人怕他傷心，一直不敢告訴他。小邱從入監那天起就未再見到祖母，

「在小時候的記憶中，蛋捲就是祖母的味道」。 

   想到祖母，為了追隨以前的記憶，小邱決定創業，找回那消失許久，在腦海

中飄散，香甜濃郁的蛋捲記憶。小邱探訪全台各地蛋捲名店及老字號商家，試

吃試做，勤做筆記，分析各家『蛋捲』口味成份，餡料：蛋、奶油、麵粉比例。

用心找出小時候放學後，偷偷跑到祖母房間，祖孫二人一起合吃蛋捲的甜蜜滋

味。 

   在妹妹與臺灣更生保護會的協助下，他自創品牌-「艾格諾先生」手工蛋捲。 

小邱從選擇食材到製作過程都充滿著堅持與用心，復刻回憶中傳統蛋捲的香酥

口感，並堅持手作、少油、少糖、不加一滴水及化學添加物。希望藉由掌心的

溫度，讓自己成為有用的人。 

   小邱感恩所有在重生路上，拉他ㄧ把的人。更生人想要在事業上有所成就，

需要比一般人加倍努力，小邱四處取經，從中去蕪存菁找出自己想要的古早味

香酥口感和消費者喜愛的少糖低油取向的蛋捲。他不斷改良、研發，消費者從

細緻綿密蛋捲吃得出蛋香融合感恩的溫度，這就是「艾格諾先生」復刻與創新

的健康概念呈現。歡迎大家前來板橋大遠百，品嚐這充滿兒時記憶的味道，濃

郁香甜，捲起每個人心中甜蜜幸福滋味。        

                                  艾格諾先生蛋捲(攤位號 2)~臺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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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回首金不換 滷味人生新色彩】 

    煥宇現年 36歲，年少輕狂時與弟弟煥翔共同犯下持槍搶奪超商案件，兄 

弟倆入監服刑，付出近 10年的青春歲月，假釋出監後洗心革面與家人一同創業，

煥宇謙虛的說-在哪跌倒就要哪爬起來，桃園本是自己家(討飯吃)店名於焉而

生，煥宇人生也重新開始。 

    煥宇出監後由於從小在母親及阿姨的中餐廳及自助餐廳幫忙過耳濡目染下

所以對於「吃」頗有心得，經由更生保護會的宣導得知有圓夢創業貸款在家人

的支持協助下，毅然決然放下原本那份薪資不錯的大貨車司機工作，煥宇為兄

弟的領頭羊，帶著家人一起沿街找店面，從研發食材至產品行銷都一手策劃，

有大哥煥旗及弟弟煥翔三兄弟齊心協力、分工合作，母親作為精神支柱，加上

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核貸圓夢創業貸款 30萬元協助下，孕育「桃本家滷味」 

的誕生。 

    煥宇店內裝潢及文宣皆一手包辦。對於食材的講究低鈉冷滷是店內特色，

特別嚴選數種中藥材及香料熬製滷汁，每天以新鮮食材及特殊的製程，過程中

更是講究品質，桃本家獨門功夫受到消費者的喜愛，桃園市政府更邀請其參加

桃園滷味節，煥宇陸續接受東森電視台台灣 101個故事、東森財經台進擊的台

灣、非凡電視台非凡大探索、年代電視台、鏡電視鏡週刊及聯合報相關媒體報

導。 

    「曾經說過真沒想到，出獄後連呼吸都可以這麼快樂」深知沒有努力不可

能有收穫所以現在一天當三天用，拖著疲憊的身子也成為煥宇快樂的來源，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目前店內僱用 3位更生人，除提供更生人學習及工作的場所，

更提供桃本家店內三樓做為員工宿舍。當聽到煥宇如何與老婆相識，過程中總

會露出自信微笑，老婆從事著大體修復的工作，煥宇因為做公益而相識，近日

可愛的兒子誕生，體會到對家人有著更多的責任。 

    更保桃園分會邀請煥宇參加「永平工商更生市集」、「法務部司法新廈」、「法

務部矯正機關聯合技訓聯展」、「台北幸運草市集」設攤活動。也藉由桃園廣播

電台「空中司法」節目與聽眾分享更生歷程。煥宇也入監所擔任團體輔導講師，

現身說法勉勵在更生道路上徬徨的受刑人。 

                                桃本家滷味(攤位號 24)~桃園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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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手作，重捲新人生】 

    祐誠從十幾歲就在外面廝混，十八歲犯了殺人未遂案，雖與對方和解改判

傷害罪，但在服刑中結交了道上朋友，出獄後互相聯絡，因此染上了毒癮，並

當起毒販，犯下許多非法情事，當阿誠再次入獄時，身上已經背負多項案件，

心裡雖想重新開始，但已後悔莫及。 

    在台南明德戒治分監時，他曾參加該監與更生保護會合作辦理之烘焙班，

用心學習一技之長，出監回到家裡後，面對家人及親友的冷嘲熱諷，使其幾乎

想要放棄更生意念，但是阿誠還是鼓起勇氣到加工區應徵，但因個人前科累累，

無法提出良民證，最後在就業服務中心的介紹下，到一家烘焙工廠工作，從早

上八點做到凌晨兩點，月薪才兩萬塊，等於是廉價勞工，阿誠心想不如離開這

個環境，既可脫離從前損友，也可以改變目前的生活，所以毅然獨自北上謀職。 

    當他獨自來到了新竹之後，暫時找了在夜市端盤子的工作，工作期間，阿

誠發現夜市裡沒有人在賣蛋捲，於是想到運用在監獄所學的烘焙技能，決定在

夜市賣起蛋捲。一開始銷售金額的確不如預期，而這麼多賣不出去的蛋捲乾脆

送到新竹養老院等處，給有需要的人分享。 

    新竹地檢署許大偉檢察官將阿誠轉介至新竹分會接受輔導，鼓勵其參加職

訓，並考取 3項烘焙證照，另提供無息創業貸款，添購生財器具，助其安心打

拼事業。阿誠不只用心做好每一根蛋捲，更開發日式鯛魚燒、麵包、蛋糕、餅

乾等新品，而佛光山寺為鼓勵阿誠烘焙事業更上一層樓，預定贊助阿誠前往日

本學習最新的烘焙技術，阿誠努力的精進自己的烘焙技術，期待未來有更多的

人都能品嘗到他多樣化的好手藝。 

    祐誠經常引用佛光山菜根譚的一句話，『轉念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希望

竭盡所能幫助其他更生人或需要扶助的弱勢朋友，不定期捐贈新竹市弱勢公益

團體蛋捲、麵包、餅乾並結合同濟會、獅子會、善耕台灣-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辦理愛心義賣活動，捐贈部分所得，用於社會公益、救助事宜。 

 

大哥手作蛋捲(攤位號 25)~新竹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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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幸運草市集 
 時間：109年 7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時至 8時 

 地點：板橋大遠百（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號） 

序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參 與 人 員 

1 08：00-13：30 廠商場佈  

2 13：30-14：30 
  開幕區開幕彩排 
  市集區攤商場佈 

各工作人員、各攤位 

3 14：30-15：00 
暖場 

北區幸運草市集 
司儀：蔡瑋堯小姐 

4 15：00-15：10 
開幕 

鼓舞更生動起來 
永平工商 

5 15：10-15：15 
迎賓 

介紹長官及來賓 
 

6 15：15-15：20 部長致詞 蔡清祥部長 
7 15：20-15：25 主席致詞 邢泰釗董事長 
8 15：25-15：30 貴賓致詞 板橋大遠百代表 

9 15：30-15：35 
感恩 

頒發感謝狀 
 

10 15：30-15：40 
展現 

更生商品活力秀 
各分會、各攤位 

11 15：40-15：45 
啟動 

更生陪您拼振興 
長官及貴賓 

12 15：45-20：00 
熱賣 

攤位巡禮及鼓勵 
媒體採訪話更生 

長官及貴賓 
媒體及民眾 

米
蘭
舞
台
展
才
藝 

16：30-17：00 
迴響 

我的未來不是是夢 
基隆向上學苑 

17：00-17：30 
1/8視野 

百分百人生 
視障歌手林芳語 

18：00-18：30 
搖滾 

更生新動力 
更生之友夢啟動二人組 

18：30-19：00 
藝鳴驚人 
薩克斯風 

更生之友張權鋒 

19：00-19：50 
海洋 Magic! 
魔幻歌舞秀 

帥哥魔術師鄭浚廷 

 20：00-22：00 
    Happy ending 
   攤位及場佈撤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