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二年度第三次提升服務品質執行成果報告
陳報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
資料時間：一至九月
壹、優質便民服務
一、服務流程
（一）服務流程便捷性
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1）截至 9 月底有關為民服務作業流程、申請事項累
計如下：
A.辦理收容人入出所等證明，辦理在所證明 25 人次，出
所證明 45 人次，共計 70 人次。
B.辦理收容人申請家屬領回保管金 1,074 人次及保管物
品 903 人次，累計共申請 1,977 人次。
C.實施接見、寄物、寄入金錢單一窗口，強化便民服務，
受理申請寄物累計 8,488 人次、寄入金錢累計 2,258
人次。
D.辦理申請戒護奔喪 1 件及法律扶助 0 件。
E.運用電話及網際網路等設備，提供申辦遠距接見及查
詢服務：
a.本所網站設置「民意服務信箱」
，受理民眾線上建言、
申請及陳情案件，截至 9 月底申辦 22 件。
b.辦理電話預約接見 0 件，網路預約接見 0 件。
c.辦理律師電話預約接見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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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各科室受理民眾各項申請或陳情案件，以隨到隨辦，
並依限於三日內處理回復完畢。
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1）收容人家屬寄送藥品或申請出（入）所證明等，採
臨櫃隨到隨辦方式處理，僅需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供核
對，毋須等候。截至 9 月底共辦理家屬寄藥 51 人次。
（2）收容人申請看診，截至 9 月底共辦理 4,056 人次
《其中公醫門診 3,108 人次(含健檢人數 1,355 人次)，
健保門診 948 人次》
。
3.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1）收容人辦理接見原則僅需檢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供人核對即可。
（2）收容人於庭釋、交保出所返所領回個人或保管物
品，均採用獄政系統照片核對，以方便出所民眾返所
辦理各項業務。
（3）為辦理收容人犯次調查及受觀察勒戒人勒戒費用之
催討，運用前科、戶役政等電子閘門調閱相關資料，
縮短公文往返時程，提升行政效率，截至 9 月底運用
前科系統 0 件，戶役政系統 12 件，清查勒戒少年財產
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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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流程透明度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1）提供多元查詢管道，如接見等候區設置申辦流程
表、電話查詢、網站查詢、製作跑馬燈及廣播系統提
供即時訊息，有效回應申辦程序資訊。
（2）基於便民服務考量，直接與民眾第一線接觸之勤
（業）務單位，如門衛、服務台、接見室，均指派熟
悉各科室業務之資深幹練人員擔任，以提供民眾正確
資訊，縮短申辦時間。
（3）提供多元查詢管道
A.接見室家屬服務台提供收容人有無在押之現場查詢服
務，並將當日出庭之收容人名單張貼於公布欄，俾利
接見家屬直接查看。
B.總務科名籍、保管分機 204 至 208 均可提供收容人有
無在押、申請領回保管金、保管物品、寄入金錢等相
關業務查詢。
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1）家屬辦理接見登記後，立刻告知接見家屬接見梯次
及窗口號碼。
（2）其他寄送收容人藥品、申請在所、在押證明或領回
保管物品，收件後立即處理毋須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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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形象及顧客關係
（一）洽公環境及服務行為
1.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1）本所各重要路口設置指引路標，方便初次來所接見
之親友辨識並製作本所附近交通資訊位置導覽圖，供
接見民眾取閱參考，並提供停車場供接見家屬免費停
車。
（2）申辦動線規劃妥適，接見入口處設置接見家屬服務
處並鋪設導盲磚，於左側設置愛心鈴及輪椅 2 部，供
行動不便者之接見家屬使用，按鈴後由值勤人員協助
辦理接見事項。
（3）服務處備有原子筆及不同度數之老花眼鏡，方便民
眾使用，接見登記部分則採「單一窗口」一次到位方
式，辦理接見登記、寄送水果、衣物、保管金等服務，
以縮短流程。
（4）盥洗室提供衛生紙、衛生棉、洗手乳、置物架供接
見民眾使用。
（5）接見室(含哺乳室)設有冷氣機、飲水機、電視機、
置物櫃、尿布檯、書報雜誌及相關法律、政令宣導等
資料，以供家屬等候休憩使用。
2.服務親和程度
（1）本所門衛、行政大樓與接見室服務台等 3 處，均指
4

派專人輪值，協助檢查攜帶證件並引導洽公民眾至正
確場所辦理。
（2）接見室由辦理接見之同仁協助查詢與解說相關接見
登記等事宜，負責解說收容人管理概況，解除家屬疑
慮。
（3）強化電話禮貌測試，每月不定期實施電話禮貌測試
2 次，截至 9 月底辦理電話禮貌測試計 18 人次，測試
情形良好。
3.服務可勝任程度
（1）將民眾經常詢問事項彙成「Q＆A 問題集」完整資
訊，讓輪值服務台或接聽電話人員於第一時間回答民
眾迫切需要之問題。
（2）將各科室業務流程標準化，彙成「標準作業程序彙
編」
，使業務承辦人熟悉相關業務，以「一次告知」服
務民眾。
（二）服務行銷有效性（施政宣導有效程度）
1.接見室結合閉路電視系統、LED跑馬燈隨時辦理政令宣
導，擴散政府服務訊息及功能，本所於接見日之上午
10時及下午3時各辦理政令及法律宣導，並對收容人實
施電視政策宣導次及衛生保健醫療宣導。
2.於接見室闢專區展示少年習藝作品及文康活動照片，
5

並將張貼本所季刊-青雲學苑，使接見家屬更深入了解
本所相關作為及少年生活概況。
3.每月彙集機關文康活動及親職教育照片等資料或照片
，張貼於接見室及網站公告累計 57 次，供民眾瞭解本
所施政情形。
4.每日均由專人整理接見室、候見室之環境，每週一、
三、五均由社區服務隊(含役男)清掃停車場，並實施
敦親睦鄰活動，提供公益服務。
5. 7 至 9 月機關施政措施與來訪參觀之機關團體、學校、
民眾等進行業務之施政行銷宣導情形如附件 1。
（三）顧客滿意度（機關服務滿意度）
1.1至9月辦理收容人處遇政風訪查共49人次，除其中12
件反映有管教不當或遭受不合理對待，簽陳所長後會
請相關科室妥處外，其餘受訪者均表示在所期間並未
遭受欺侮或不合理管教，亦無聽聞或遭受員工藉機索
賄、販售違禁品或以協助官司為由詐騙等情事。
2.本年度辦理家屬問卷調查，其中與本所業務相關之問
項滿意度平均達 95%以上；另統計各該問項表示滿意
者共計 414 人次，占總填答人次 95.17%；不滿意者計
3 人次，占總填答人次 0.69%；沒意見者計 18 人次，
占總填答人次 4.14%。綜合上開統計數據，顯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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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所各項服務與行政措施均持高度認同與肯定。
3.因收容少年人數增加，增設教室 1 班(愛班)，為妥適
取得少年反映意見，於該班級浴室、教室明顯處新設
置意見箱，共計 2 個，俾暢通反映及申訴管道。
（四）民眾意見處理有效性（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1.訂定本所「處理機關員工及民眾陳情請願案件處理要
點」
，依該要點成立處理陳情請願處理小組，有效回
應民眾需求並改善機關缺失，建立新聞輿論 SOP 快速
回應機制。
2.針對民眾陳情反應意見均予妥適處理，截至 9 月底民
眾陳情案件計 0 件。

貳、資訊流通服務（豐富服務資訊，促進網路溝通）
一、資訊提供及檢索服務
（一）資訊公開適切性與內容有效性
1.公開法令、政策及服務資訊程度
（1）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主動公開相關資
訊於本所網站。並定期查核各網頁內容之正確性、即
時性等之檢查報告，適時辦理改正。
（2）本所網站計 16 大類單元：
A.機關簡介（次單元為歷史沿革、首長介紹、首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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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組織架構、業務介紹）
B.民眾導覽（次單元為機關位置圖、民意信箱、便民
服務專區、接見室位置圖、遠距接見）
C.為民服務（次單元為連絡方式、為民服務白皮書、
民意調查、便民措施問答集、便民措施申辦系統、
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D.電子報訂閱（提供民眾訂閱法務部電子公布欄、法
律解析及案例、法務部所屬機關電子公布欄）
E.政府資訊公開園地（次單元為施政計畫、臺北少觀
所行政規則、預決算公告、親子教育研究、業務統
計、採購公告、補充說明彙總表、保有及管理個人
資料檔案彙整表）
F.重大政策
G.就業資訊
H.資安訊息通告
I.電子公佈欄（次單元為最新消息、採購公告）
J.輔導園地（次單元為生命教育專區、品格教育專
區、青雲學苑期刊、少年活動照片、少年活動排程
表）
K.醫療園地（次單元為衛生醫療、衛生教育宣導、衛
生業務成效）
L.廉政天地（次單元為請託關說登錄查察專區、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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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業務執掌、檢舉信箱、政風宣導錦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專區）
M.統計園地（次單元為園地導覽、收容情形、人數及
特性、業務成效、輔導成果、技訓成果、醫療衛生、
更生保護、便民服務、社區服務、其他統計、專題
分析、法務部統計相關網站）
N.矯正體系中英文對照表
O.動畫影音專區
P.電子公文附件區
（3）公開服務措施公告於本所網站之「\為民服務\表
單下載及申辦」及「\為民服務\便民措施」單元項目
下，舉凡與民眾相關之便民措施皆於此公告周知，如
預約接見、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等。
（4）問答集公告於本所網站「\為民服務\便民服務問
答集」單元項目下，針對民眾經常來電洽詢之內容如
接見、寄物、保管等相關問題，以一問一答方式於網
站上呈現，以利民眾查詢。
（5）機關活動公告於本所網站少年活動照片、少年活
動排程表等單元中，且依業務性質分為電話懇親、面
對面懇親、愛學習成長活動、衛生醫療、法律宣導及
其他活動，用以記錄本所辦理各類活動的相關訊息。
（6）其他重要資訊包括為民服務白皮書、重大政策及
9

就業訊息等，第一項公告於本所網站之「\為民服務\
為民服務白皮書」單元；第二項公告於本所網站之「\
重大政策」單元；第三項公告於本所網站之「\就業訊
息」單元。
2.資訊內容有效性
（1）本所依規定成立「網頁推動小組」
，由副所長擔任
召集人，統計主辦為網頁管理人，組員由各科室主管
擔任，各依負責業務，提供網頁更新資料，截至 9 月
底止機關網站內容更新計 780 次（如附件 2）
（2）為確保本所網站更新之正確性及即時性，每月進
行無障礙網站自我檢測，均符合無障礙 A＋標章要求。
本所網站首頁計提供 10 處以上其他相關網站連結，經
每月檢測超連結皆有效且正確，其網址分列如下：
A.人權大步走專區
B.青少年視訊咨詢網
C.本月活動排程表
D.上月活動照片
E.編織作品
F.紙雕作品
G.戒毒成功專線
H.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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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
J.矯正機關預約接見系統
（二）資訊檢索完整性與便捷性（資訊檢索服務妥適性及友
善程度）
1.於首頁提供矯正機關全文檢索，方便使用者利用分類
檢索搜尋相關資料。本所網站分類檢索包括主題、施
政及服務分類 3 種方式，本所網站資訊標示 95％以上
配合 MyEGov 提供分類檢索，且符合詮釋資料及分類
檢索規範。
2.提供多樣性檢索方式與分類服務進階檢索功能，如關
鍵字、全文等。且有提供檢索功能說明、檢索功能使用
範例，及找不到資訊時的建議。
二、線上服務及電子參與
（一）線上服務量能擴展性（線上服務提供及使用情形）
由於本所收容少年以住居台北地區為主，家屬大都以現
場來所方式辦理，故各項有關線上服務之申請案件極少，然
本所仍透過各種管道向家屬加強宣導。有關本所提供之線上
服務項目分述於下：
1.提供網路單一申辦窗口，結合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
辦系統，建置超連結服務平台，連結「法務部便民非憑
証（或憑證）線上申辦系統」。
2.提供「遠距視訊接見設備系統」
，並結合「預約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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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線上服務，方便家屬接見，節省家屬等候辦理接
見時間。本所收容少年大部分為居於台北市、新北市地
區之收容少年，因距離較近，故少年家屬大部分均採到
所接見方式辦理接見，累計 1 至 9 月本所辦理收容少年
遠距接見 6 件，配合其他矯正機關辦理遠距接見計 649
件。
（二）電子參與多樣性（電子參與多元程度）
1.電子參與多元程度本所網站設有首長信箱，提供民眾
意見反映區，由總務科收發室員負責收件及副所長室負
責分文，交相關科室處理，若屬單純查詢案件，則由承
辦科室逕予回覆寄件者，並副知所長；若屬較複雜案
件，則由承辦科室擬具答覆意見，陳報所長核定後，再
回覆寄件者；以上案件均由副所長室列管追蹤，承辦科
室須於3天內辦理完畢。
2.具體作法有：
(1)提供線上表單下載：建置「法務部便民線上申辦系
統」超連結，提供各式電子表單下載。
(2)提供電子報訂閱：將法務部電子報 1 週內的「電子
公布欄」
、
「法律解析及案例」
、
「所屬機關電子公布欄」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訂閱者。
12

(3)提供法規資料查詢：建置「全國資訊法規資料庫」
超連結，便捷查詢中央法規最新消息及相關法規命
令。
(4)提供完整申辦資訊及提高線上申辦使用率，將各項
為民服務工作簡化並 e 化，可避免民眾徒勞往返，縮
短民眾申請等候時間及繁複手續。
(5)提供線上預約接見：建置「矯正機關預約接見系統」
超連結，受理線上登記，提供民眾更便捷之服務。
(6)提供民意及首長信箱：迅速、有效解決民眾問題，
加強服務，紓減民怨，提高行政效率。
(7) 每年召開 1 次資訊安全會報和不定期網頁推動小組
會議，訂定本所有關資訊安全及網頁改進各項措施。
參、創新加值服務 （創新服務方式，整合服務資源）
創新服務情形臚列如下：
一、有價值的創意服務
(一)每月召開訓導科務會議，討論目前工作執行情形及改進
意見，定期檢討，作為改進並提升本所服務品質依據。
（二）每月辦理 1 場家屬參訪所內環境，同時不定期接受外
界機關團體申請入所參訪。
13

（三）每月召開少年生活座談會，了解少年之需求，提供更
完善之服務。
（四）每月第1個星期日辦理增加接見，方便遠程及日常因
工作而無法前來之民眾。
二、創新服務標竿學習效益
（一）1 至 9 月辦理親職衛教座談與輔導方案累計 48 場、179
人次。
（二）鼓勵同仁參與各項專業研習會及在職進修，1至9月累
計舉辦常年教育18場次、衛教講習11場次、內部控制制
度評估作業講習1場次、人事法令宣導14場(含性別主流
化相關法令宣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宣導及短片欣賞、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差勤管
理、非公務假日出國請示單線上申請說明、每月一書、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托育服務宣導、請託關說登錄與查
察作業宣導、文康活動、面對媒體、提升英語能力等宣
導及研習)，辦理環境教育及生命教育研習共2梯次，並
鼓勵同仁踴躍借閱專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同步互動
直播」學習，增進生活品德及專業倫理。
三、組織內部創新機制及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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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本所網站刊登有關心理衛生、諮商輔導、公務倫
理、性別主流化、法律知識及環境等專知，以提供管教
同仁更多學習管道。
（二）加強運用接見室 LED 跑馬燈實施政令宣導，以提升民
眾對政府政策的認識。
（三）結合社會資源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辦「行動書車」活
動，每月定期由新北市立圖書館專送書籍供少年閱讀，
讓收容少年與外界少年享受同步之社會資源，藉由書香
引領少年成長。
（四）為讓出所後未能順利就學、就業之少年，參與「國中
畢業未升學未就業少年職能培訓計畫」(少年 On Light
計畫)，本所特別將已出所少年製作追蹤名冊，並定期
電話聯繫了解學生狀況，篩選適性之少年參與此培訓計
畫。對於在所少年除加強宣導外，並預先篩選適性之少
年，於出所後輔導轉介參與職能培訓計畫，本年度 1 至
9 月成功轉介少年計 18 名參與職能培訓計畫。
(五)為持續輔導協助出所少年，本所特別與更生少年關懷協
會合作辦理「更新轉化營活動」
，透過體驗教育讓少年
經由巧思安排的活動，在引導者及老師的教導下，讓少
年經由活動裡發生的事情去反思，產生學習的動機，進
而運用在生活裡面。並讓輔導者從活動中與少年建立深
度信任關係，以利於出所後追蹤輔導，協助少年在社區
15

中穩定就學或就業，降低再犯風險。經由「更新轉化營」
活動後，目前列為追蹤之少年計有 41 名，正持續以書
信(含電子郵件)、電話輔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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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項業務之施政行銷宣導情形
102 年 7 至 9 月各項業務之施政行銷宣導情形
日

期

紀

事

為增進役男運動風氣、提昇團結和諧精神、鼓舞工
作士氣及倡導正當休閒聯誼活動，俾維護身心健
7 月 1-5 日

康，辦理本所役男投籃機投籃比賽，共計 11 人參
加。
為增加公文保存設施，購置公文櫃 1 座，供統計室

7月3日

資訊業務使用。

為照顧替代役男、改善其飲用水環境，採購立式冰
7月3日

溫熱飲水機 1 台，供其日常生活使用。

為讓收容人教化活動多元化，以增進教化功能，增
7月3日

購投影機 1 台供用。
與宇達法律事務所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

7 月 10 日

講人：黃隆豐律師）
，與會來賓 1 名，收容少年計
148 名參加。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蒞所辦理例行性胸部 X 光檢

7 月 11 日

查，防範肺結核病的發生，以利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計有收容少年 155 名受檢，檢查結果均正常。

7 月 16 日

法務部矯正署江科長志成蒞所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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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與實務操作課程及人事法令宣
導：性別主流化相關法令宣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短片欣賞、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
劃方案、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差勤管理宣
7 月 17、18 日
導：不得利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行為、請託
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宣導說明、每月一書等。

為改善收容少年文康設備，新購液晶電視 10 臺供
7 月 22 日

收容少年教化活動使用。

為改善值勤同仁生活環境並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採
7 月 22 日

購節能變頻冷氣機 1 臺，供值勤同仁備勤室使用。
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及美化環境空間，採購中型收

7 月 22 日

容人伙食冷藏展示櫃 1 臺，以汰換原舊有較耗電之
大型展示櫃。

7 月 22 日

為改善公文之品質及增進辦公之效率，採購彩色雷
射印表機 1 臺，供同仁辦公使用。
與臺灣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合辦「愛 學習 成長」

7 月 23 日

活動（主講人：林妙香女士），與會來賓 3 名，收
容少年計 129 名參加。
為加強戒護人員急救觀念與相關急救訓練，延聘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新北市分會講師蒞所辦理戒護人

7 月 23、24 日 員心肺復甦術暨異物梗塞處理法等急救課程，計有

29 名戒護人員通過考試並取得合格認證。

18

為加強監控收容少年於舍房內、舍房走道及內外圍
牆動態，補強戒護死角，增設 32CH 數位錄影主機 2
台、防暴式廣角攝影機 48 台、紅外線日夜型攝影
7 月 24 日

機 18 台、低光源日夜型攝影機 4 台及二百萬畫素
網路攝影機 2 台，經矯正署專案核撥經費新臺幣 54
萬元，業已施工完竣並驗收完畢。
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合辦「菸害防治宣導」專題演

7 月 24 日

講（主講人：黃燕華女士），與會來賓 2 名，計有
職員 35 名、役男 1 名及收容少年 121 名參加。
與崇德文教基金會合辦「2013 星光夏令營」活動，

7 月 29 日

與會來賓 12 名，收容少年計 140 名參加。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姜麗香法官蒞所業務

7 月 29 日

視察，與隨行人員（刑事警察局人員）計 14 名蒞
所參訪。
與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台北、士林分會、新北市
就業服務中心、台北市職能發展學院、1111 人力銀
行、更生少年關懷協會、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新

7 月 31 日

北市衛生局合辦「微電影發表會暨就業博覽會」活
動，矯正署吳署長憲璋蒞所關懷少年並全程參與，
與會來賓 45 名、少年家長 91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
數計 137 名。

8月6日

法務部矯正署張視察建國蒞所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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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為達公務保密及確保個人資料安全，新購碎紙機 1
臺供同仁辦公使用。
與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合辦「暑期更新轉化營」活

8 月 7-9 日

8月8日

動，與會來賓 60 名，收容少年計 383 人次參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蘇昭蓉法官蒞所業務
視察。
為改善並美化收容人生活環境、提供收容人新視

8月9日

野，重新粉刷新收區及炊場等處外牆。
與宇達法律事務所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

8 月 14 日

講人：黃隆豐律師）
，與會來賓 1 名，收容少年計
167 名參加。
辦理 102 年度資訊安全講習（含電子郵件社交工程

8 月 14、15 日

8 月 19 日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
。
更新炊場開關電箱，以確保炊場用電安全。
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紅絲帶基金會）合辦「愛
滋病衛教宣導」專題演講（主講人：陳姵蓁女士），

8 月 28 日

與會來賓 1 名，計有職員 29 名，役男 1 名及收容
少年 116 名參加。

9月6日

法務部矯正署張視察建國蒞所視察。
為提升公文書之品質，因應出納及戒治業務之需，

9月9日

採購點陣式印表機 1 臺供相關同仁辦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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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機關及附近居民安全，僱請園藝公司修剪接
9月9日

見室旁邊坡上之大型樹木，以防倒塌壓傷行人或損
壞本所圍牆之安全設施。

9 月 10 日

為改善公文收發作業，新購標籤機 1 台供收發文用。
與宇達法律事務所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

9 月 11 日

講人：黃隆豐律師）
，與會來賓 1 名，收容少年計
92 名參加。
為增進同仁與媒體互動之技巧，建立與媒體正面良
好的互動關係，進而運用媒體力量傳遞正確訊息，

9 月 11、12 日

以提昇政府形象，學習如何和媒體建立良好關係，
辦理「面對媒體」研習，共計 38 人參加。
為因應世界趨勢，配合國家政策，終身學習理念的
推廣，期盼公務人員樂於學習增廣視野，以深化專

9 月 11、12 日

業能力與國際接軌，提昇矯正人員英語能力，辦理
「提升英語能力」課程研習，共計 38 人參加。

9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倪彰鴻法官蒞所業務
視察。
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朱夢蘋法官蒞所關懷該院

9 月 12 日

收容少年並致贈少年中秋節禮品。
與中華電信新北營運處合辦「中秋節電話孝親」活

9 月 13 日

動，與會來賓 1 名，收容少年計 135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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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臺北、士林分會、台北市
基督教安律福音聯盟協會合辦「中秋節面對面懇
9 月 17 日

親」活動，與會來賓 12 名、計有收容少年 84 名及
少年家長 131 名參加。
為維護收容人及同仁健康，僱請環保公司清洗本所

9 月 17 日

飲用水之水塔，以確保飲用水品質及安全。
與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新北市觀護協會合辦「中

9 月 18 日

秋溫情法律講座暨少年趣味、歌唱比賽」活動，與
會來賓 60 名，收容少年計 97 名參加。
與臺灣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合辦「愛 學習 成長」

9 月 18 日

專題演講（主講人：黃登漢先生）
，與會來賓 2 名，
收容少年計 94 名參加。
為妥善保存收容人伙食食材及炊具，於炊場倉庫加

9 月 23 日

蓋屋頂鐵皮，以防止倉庫漏水情形發生。
為協助同仁了解能源及核能發電與環境之關係，辦

9 月 24、25 日 理環境教育研習，播放環境教育影片及參觀臺灣電

力公司北部展示館，共計 77 人參加(含役男)。
從淨化自我的心靈環境，價值觀及認知的改變做
9 月 24、25 日

起，辦理 2 梯次生命教育研習參訪法鼓山教育園區
及金包里老街，共計 77 人參加(含役男)。
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合辦「毒品衛教宣導」專題演

9 月 25 日

講（主講人：謝欣穎女士），與會來賓 2 名，計有
職員 23 名、役男 1 名及收容少年 97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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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周組長輝煌陪同日本財團法人國際
9 月 27 日
平和協會主任研究員寶田時雄等 7 名來賓蒞所參

9 月 30 日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王美婷法官蒞所業務
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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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頁面主題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網頁維護更新次數表

頁面單元

更新頻率
維護單位

上網檢查之週期

102 年
1-9 月
份

（主層單元）

（次層單元）

0 首頁

跑馬燈、廣告 統計室

資料無異
動 時 須 上 資料無異動時須上 網頁更
網 檢 查 之 網檢查之週期
新次數
週期
即時
每月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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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簡介

1-1 歷史沿革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1-2 首長介紹 人事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3 首長信箱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1-4 組織架構 人事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5 業務介紹 訓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2-1 機關位置 總務科
圖

即時

每月月初

2-2 民意信箱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2-3 便民服務 訓導科、政風 即時
專區
室

每月月初

2-4 接見室位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2-5 遠距接見 訓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1 聯絡方式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2 為民服務 研考單位
白皮書

即時

每月月初

3-3 民意調查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3-4 便民措施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3-5 為便民措 總務科、訓導 即時
施申辦系統
科

每月月初

3-6 提升服務 研考單位
品質執行計畫

即時

每月月初

4 政府資訊公開 4-1 施政計畫 研考單位
園地

即時

每月月初

即時

每月月初

圖
2 民眾導覽

置圖
3 為民服務

問答集

4-2 臺北少觀 訓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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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1
1
1

2
1

所行政規則
4-3 預、決算公 會計室
告
4-4 親子教育 輔導科
研究
4-5 業務統計 統計室
4-6 採購公告
4-7 公開事項
補充說明彙總
表
4-8 保有及管
理個人資料彙
整表
5-1 重大政策

即時

每月月初

即時

每月月初

即時

每月月初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9 輔導園地

10 醫療園地

11 廉政天地

2

2

研考單位、各 即時
科室
6 就業資訊
6-1 就業資訊 人事室
即時
7 資安訊息通告 7-1 資安訊息 統計室
即時
通告
8 電子公布欄 8-1 最新消息 各科室
即時
5 重大政策

4

每月月初
每月月初

4

每月月初

10

每月月初

261
2

8-2 採購公告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9-1 生命教育 輔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1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3

輔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9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9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2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11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2

政風室

即時

每月月初

政風室

即時

每月月初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專區
9-2 品格教育
專區
9-3 青雲學苑
期刊
9-4 少年活動
照片
9-5 少年活動
排程表
10-1 衛生醫療
10-2 衛生教育
宣導
10-3 衛生業務
成效
11-1 政風執掌
11-2 檢舉信箱
11-3 法令宣導
錦囊
11-4 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專
區
11-5 請託關說
登錄專區

30
1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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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每月

2

11-6 廉政問卷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12-1 園地導覽 統計室

即時

每月

12-2 收容情形 統計室

每日及月

每日及月

12-3 業務成效 統計室

每半年

每半年

12-4 專題分析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2-5 統計相關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2

人事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Education and 輔導科
guidance

每月

每月

調查
12 統計園地

1

183
2

網站
英文版首頁
Introduction

廣告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合計

2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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