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辦理
「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觀摩會」
壹、計劃緣起與目的：
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教育部決定與法務部合作，陸續推動將監獄等矯正機構改造
為「學習型組織」，以協助監獄或看守所內的收容人，能夠不斷的學習與成長，而本中心也因
此機緣，有幸能致力於推展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目前已屆四個年頭，這期間除了加強監所內
的教育課程設計、提供受刑人多元的學習機會與環境外，並安排了多場家庭日活動以促進受刑
人與家屬間的情感聯繫，也藉由成長團體的帶領增進受刑人對自我價值的釐清與肯定，尤其是
讀書會與電影討論會對家庭等相關議題的討論，更引起更多受刑人心靈層面的共鳴與熱烈回
應，藉由辦理此觀摩會，除了為受刑人支持方案推展四年的成果予以展現外，更期望能藉此引
發社會大眾對受刑人家庭教育的重視與了解其推展的必要性。
貳、實施方式：
預計舉辦觀摩會前之籌備會議，並邀請多位專家學者針對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情形與以討論，
觀摩會當天將邀請相關部會長官及相關單位人員蒞臨指導，並事先拍攝嘉義監獄受刑人家庭支
持方案推展與實施系列影片於觀摩會場中播映，並製成光碟，以便有關單位日後辦理相關活動
之資料參考，此外，會場中將展示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四年來所有推展成效的資料成果、海報
外，還包括受刑人與家人互動中的體驗與領悟所集結而成的心得等相關資料，而這些相關的成
果資料也將集結成冊，出版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成果手冊及筆記書。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社教司
肆、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
伍、協辦單位：嘉義監獄
陸、預計辦理期程：92 年 9-12 月
柒、經費預算
計畫名稱：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觀摩會
期
程：92 年 9-12 月
所需經費：新台幣貳佰伍拾柒萬壹仟柒佰陸拾肆元整
項目

金額

人事費 $651,904

內容說明
1.專任助理研究人員一名：114.2*280*4 月=127,904 元
2.兼任人員四名：7000 元*4 月*4 人=112,000 元
3.籌備會議學者專家出席費：1000 元*40 人次=40,000 元
4.成果影片拍攝與編輯相關人事費用：
(1) 影帶前置作業：
企劃助理費用：5,000 元*2 人=10,000 元
腳本審查費用：2,000 元*5 人=10,000 元
(2) 影帶執行錄影製作：
導演：4,000 元*20 天=80,000 元
攝影師：3,000 元*20 天=60,000 元
攝影助理（含燈光、收音、場記）：2000 元*4 人*20 天=1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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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帶後製作業：
編輯：1,200 元*30 小時=36,000 元
編輯助理：200 元*30 時=6,000 元
影片審查費：2,000 元*5 人=10,000 元
業務費 $1,647,860 1.籌備會餐點費：100 元*40 人次=4,000 元
2.影片拍攝前置作業相關費用：
(1) 編劇費：10,000 元*1 輯=10,000 元
(2) 腳本撰寫：10,000 元*1 輯=10,000 元
(3) 執行前製作費：（含劇務費及行政事務費）
30,000 元*1 輯=30,000 元
3.影片錄影製作相關費用：
(1) 攝影器材租金：9,000 元*20 天=180,000 元
(2) BETACAM 工作母帶：700 元*25 捲=17,500 元
(3) 美工設計：4000 元*1 輯=4,000 元
(4) 道具及場景：10,000 元
4.影片拍攝後製作業相關費用：
(1) 特效剪輯：3,000 元*10CUT=30,000 元
(2) 編輯器材租金（含 2D 特效）：1,000 元*30 時=30,000 元
(3) 旁白與對白錄音費：10,000 元*1 輯=10,000 元
(4) 旁白字幕製作：6,000 元*1 輯=6,000 元
(5) 字幕特效製作：3,000 元*4CUT=12,000 元
(6) 音樂配樂(含版權費)：15,000 元*1 輯=15,000 元
(7) 特殊音效製作：5,000 元*1 輯=5,000 元
5.VCD 光碟製作費用：
(1) VCD 材料費：15 元*1000 片=15,000 元
(2) 過帶費（BETACAM 母帶轉 DIGITAL）：3,000 元*1 輯=3,000 元
(3) 程式設計（程式整合含影片播放程式、單元點播、自動執行..等）：
5,000 元*1 輯=5,000 元
(4) 母片製作：6,000 元*1 輯=6,000 元
(5) 壓片費用：7 元*1000 片=7,000 元
(6) 封面印刷費用：3 元*2000 張=6,000 元
(7) 光碟圓標印刷費用：2 元*2000 張=4,000 元
(8) 光碟壓克力外盒：6 元*2000 盒=12,000 元
(9) 保護膜套：4 元*2000 盒=8,000 元
(10)郵寄 VCD 費用：（含紙箱、牛皮紙袋、地址名條列印、郵資..等）
100 元*1000 片=100,000 元
6.成果手冊排版編印費：
一套兩冊,一冊為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推展的緣起與活動計劃等相關資
料，另一冊為受刑人參與家庭支持方案過程中的相關文章手稿及作品。
打字排版費：100 元*100 頁*2 冊=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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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製版與印製費：1500 元*4 版+50 元*2000 本=106,000 元
內文製版、美工設計及編印費：200 元*2000 本=400,000 元
7.受刑人支持方案成果筆記書排版編印等相關費用：
新詩小品與感恩小語等撰稿費：1000 元*20 則=20,000 元
插畫及美工設計及編印費用：200 元*1000 本=200,000 元
8.現場海報成果展示相關費用：
海報展示架：7340 元*4 座=29,360 元
9.舞台及場地佈置相關費用：
舞台上以相關道具及佈景佈置出家庭客廳的場景，現場搭配燈光及音響
等器材，加上所有與會人員手持燭光以營造出家庭溫馨的感覺。
舞台場景佈置用材料：10,000 元*1 式=10,000 元
場地佈置費(含紅布條、海報、地毯及桌花)：30,000*1 式=30,000 元
蠟燭含燭台：25 元*600 人=15,000 元
10.邀請相關部會長官、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來賓之邀請卡(含郵資)：
50 元*600 張=30,000 元
11.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觀摩會餐點費：200 元*600 位=120,000 元
12.廣告及相關文宣用品費：100,000 元*1 式=100,000 元
13.誤餐費(含攝影及影帶製作等工作人員等)：10,000 元*1 式=10,000 元
14.名牌含名牌套：30 元*600 位=18,000 元
旅運費 $150,000

影片拍攝過程中，攝影師及攝影助理等相關工作人員，所需之交通費、住
宿費及油料費等，計 3000 元*50 人次=150,000 元整

雜支費 $122,000

購置影印機、茶包、咖啡包、印表機碳粉、墨水、磁碟片、紙張、底片、
電池、清潔用品沖洗照片及保險費等雜支費用計 122,000 元整(以人事費、
業務費及旅運費之 5%計算之)

合計

$2,57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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