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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四年度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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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9 月底有關為民服務作業流程、申請事項累計如

下： 

(1) 辦理收容人入出所等證明，辦理在所證明 26 人次，

出所證明 52人次，共計 78 人次。 

(2) 辦理收容人申請家屬領回保管金 634人次及保管物品

863人次，累計共申請 1,497人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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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0 人次、寄入金錢累計

1,776人。 

(4) 辦理申請戒護奔喪 0件及法律扶助 0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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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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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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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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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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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人

次。 

(2) 收容人申請看診，截至 9 月底共辦理 4,175 人次《其

中公醫門診 2,571 人次(含健檢人數 1,194 人次)，健

保門診 1,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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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件，戶役政系統 6 件，清查勒戒少

年財產 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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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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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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機關形象及顧客關係 

(一) 機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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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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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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行為友善性及專業度 

(1) 本所門衛、行政大樓與接見室服務台等 3處，均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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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次，測試情

形良好。 

3. 服務行銷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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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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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接見室闢專區展示少年習藝作品及文康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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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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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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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供民眾瞭

解本所施政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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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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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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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滿意情形 

1. 機關服務滿意情形 

(1) 1至 9月辦理收容人處遇政風訪查共 30人次，本季家

屬提出有關返家奔喪意見反映 1件，業已告知家屬相

關規定並簽請管理單位妥處。 

(2) 每年均辦理收容少年、收容少年家屬及員工滿意度

等廉政問卷調查，俾廣蒐建言、瞭解政風現況、整

體行政效率及受訪者之感受與需求等，作為機關業

務興革之參考。有關家屬滿意度問卷調查部分業已

辦理完竣，其中與本所業務相關之問項滿意度均達九

成以上，顯見家屬對本所各項行政或處遇措施均持高

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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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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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資訊網路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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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程度與內容

正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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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訂定網頁維護週期表，校對網頁內

容及提供更新資料，以有效確保網站資料之正確性

及即時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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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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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單元為行政流程－標準作業程序、連絡

方式、檔案應用服務、表單下載及申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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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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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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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政府資訊公開園地（次單元為會計報告、預算書及決

算書、政府資訊公開法、施政計畫、臺北少觀所行

政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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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重大政策 

H. 就業資訊 

I. 資安訊息通告 

J. 電子公佈欄（次單元為最新消息、採購公告） 

K. 輔導園地（次單元為生命及品格教育專區、青雲學苑

期刊、少年活動照片、少年活動排程表） 

L. 醫療園地（次單元為衛生醫療、衛生教育宣導、衛生

業務成效） 

M. 廉政天地（次單元為請託關說登錄查察專區、廉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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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統計園地（次單元為園地導覽、收容情形、業務成

效、專題分析、法務部統計相關網站） 

O. 矯正體系中英文對照表 

P. 動畫影音專區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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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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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答集公告於本所網站「\為民服務\便民措施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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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檢視各項行政作業流程結果，將民眾關注程度及

現有人財物力等狀況納入綜合考量，擇定網站電子信

箱、少年出所證明申請，及物品保管等 3項便民服務

研提透明化措施及納入標準作業程序，並公告於本所

網站「\為民服務\行政流程－標準作業程序」單元項

目下。 

(6) 「政府資訊公開法」法規條文內容公告於本所網站「\

政府資訊公開園地\政府資訊公開法」單元項目下，

目的為宣導政府資訊公開法，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

之瞭解、信賴及監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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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他重要資訊包括為民服務白皮書、重大政策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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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配合行動版網站上架，製作其 QR CODE 並張貼於接見

室門口，方便前來接見之家屬或親友使用行動裝置掃



 

9 

 

描並瀏覽本所網站。 

(10) 配合「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原列之「政

府網站著作權聲明範例」，業修訂為「政府網站資料

開放宣告範例」，增修本所中英文網站首頁「資料開

放宣告」內容。 

(11) 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

府文件標準格式」第 2次會議紀錄會議結論（七），

「104 年各機關網站下載之可編輯文件，應全部支援 

ODF 文書格式」，爰配合檢視並將本所網站下載之文

件轉檔，其中可編輯者，皆已支援 ODF文書格式；非

可編輯者，皆已採用 PDF 之文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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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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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符合無障礙 A＋標章要

求。本所網站首頁計提供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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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署及所屬機關網站首頁 

B. 今日天氣(www.weatherforecastmap.com) 

C.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宣導(compete.law.moj.gov.tw） 

D. 人權大步走專區(www.humanrights.moj.gov.tw) 

E. 行政院「時政講義」(www.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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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禽流感資訊專區(ai.gov.tw) 

G. H7N9流感宣導(www.cdc.gov.tw) 

H. 登革熱宣導(www.cdc.gov.tw) 

I. 青少年視訊諮詢網(young.hpa.gov.tw/ymvc) 

J. 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憑證作業](www.auth.moj.gov.tw) 

K. 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非憑證作業](eservice.moj.gov.tw) 

L. 矯正機關預約接見系統(www.vst.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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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瀏覽檢索時字型大小選擇，以

方便民眾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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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便民服

http://www.cdc.gov.tw/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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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線上申辦系統（分為採憑證，及採非憑證作業）」。 

2. 提供「遠距視訊接見設備系統」，並結合「預約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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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件，配合其他矯正機關辦理遠距

接見計 682 件。 

(二) 電子參與多樣性（電子參與多元程度及互動回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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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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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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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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價值的創新服務 

(一) 本所全球資訊網網站右側廣告區，已於 103 年 8 月起

增加本所電子相簿連結，電子相簿內已放置本所辦理

之公開活動照片，可供一般民眾瀏覽本所各項活動辦

理情形。 

(二) 本所全球資訊網網站民眾導覽項下之機關位置圖，提

供與 Google地圖互動之連結，為欲前往本所之民眾規

劃路線，提供預知行程花費時間之服務。 

(三) 本所 104 年與華山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協助該單位

辦理各項公益服務活動，如清掃環境、整理捐贈物

資；另不定期召集本所役男進行社區打掃服務、捐血

及協助獨居老人居家打掃等公益服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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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所為提升收容少年醫療照顧，於醫務室內設置觀察

病房 1 間，備有病床、洗手台、簡易便盆、床簾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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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醫療急救設備，並設置監視鏡頭、隱藏式收音設備

與無線警報器等戒護安全設備，於收容少年身體不適

時觀察使用。 

(六) 本所為加強戒護人員急救觀念與相關急救訓練，於 104

年 9月 16、17日延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北市分會講

師蒞所辦理戒護人員 CPR、哈姆立克急救法及 AED（自

動體外心臟去顫電擊器）使用教學等急救課程，計有

34名戒護人員通過考試並取得合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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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場、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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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場次、衛教講習 13 場次、內部控

制制度評估作業講習 1 場次、人事法令宣導 1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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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藉由羽球活動及教學，傳達奧林匹克精神與核心價

值，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於1月14日蒞所辦理「程文欣選

手當選南京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運動員楷模』活動」，

並自3月2日起每週二次由羽球好手劉淑芝老師蒞所進

行教學活動，藉以培養少年正當休閒運動，並在探索體

驗教育中，發揮體育潛能，鼓勵少年未來在面對生活挑

戰時能以正向支持能量奮發向上。 

(二) 本所與臺北市松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共同推動「啟動

心靈的齒輪-司法少年的介入與追蹤輔導計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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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有意願之少年參加，每週二以「街舞團體」及「自

立生活團體」主題方式進行，與少年建立良好關係，提

升其未來出所追蹤輔導成效。 

(三) 為強化少年戒毒信念，本所分別與「利伯他茲教育基金

會」及「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毒品戒治

處遇方案」及「戒毒團體輔導」，期藉由多元之戒毒課

程，幫助少年出所後遠離毒害。 

(四) 為使少年可以不因收容而中斷學習，增設之數位學習課

程舍房傳輸系統，業於103年12月中旬架設完竣，並自

今（104）年1月起於晚間及假日在舍房內播放時間，俾

提供收容少年優質之教育學習環境，兼提升本所教育服

務品質。 

(五) 為充分運用司法觀護資源，本所將對社會勞動役者進行

調查，並與主管機關合作，視本所修繕需求，提出專業

人力需求，不僅能人盡其才，修繕工程如能降低工資成

本，亦能節省本所經費支出，提升內部行政及服務效能。 

(六) 「104年全國矯正機關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聯合展示

（售）會」於104年9月3日至13日假臺北市松山文創園

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辦理，為鼓勵本所同

仁參與上開活動，同仁於本所參觀日104年9月8日(星期

二)及9日（星期三）自行前往參觀活動，均給予公假半

天及終身學習時數4小時，總計有43位同仁參觀。 

(七) 開設英文及日文課程，增強收容少年學習語言的興趣，

培養出所後外語應用的能力。 

(八) 不定期召集本所役男進行公益服務活動，如社區打掃服

務、捐血、協助獨居老人居家打掃及國中以下學童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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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等。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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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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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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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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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8月28日協助新北地區培訓單位（淨

化社會文教基金會）人員至各班宣導104年度課程內容

及張貼文宣，鼓勵少年出所後參與職能培訓計畫。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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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運用在生活中。輔導者從活動中與少年建立

深度信任關係，以利出所後追蹤輔導，協助少年在社區

中穩定就學或就業，降低再犯風險。經由「更新轉化營」

活動，目前列為追蹤之少年計有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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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7至 9 月各項業務之施政行銷宣導情形 

日    期 紀                            事 備 註 

7月 1日 

混障綜藝團蒞所辦理「國泰有愛 溫暖最 HIGH」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46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06名。 

輔導科 

7月 3日 

與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合辦「國際志工文化才藝交流

成果展」，與會來賓人數計 36名，收容少年參加人

數計 111名。 

輔導科 

7月 7日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婦女部蒞所辦理「澳洲墨爾

本和撒那教會生命見證分享」活動，與會來賓人數

計 30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11名。 

輔導科 

7月 8日 
與律師公會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講人：

余昇峯律師），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12名。 
輔導科 

7月 15日 

與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合辦「愛、學習成長營」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4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14

名。 

輔導科 

7月 17日 

更生團契蒞所辦理「西雅圖證道堂短宣隊」活動，

與會來賓人數計 28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25

名。 

輔導科 

7月 24日 雙和獅子會吳灃洲會長等 15名來賓蒞所參訪。 輔導科 

7月 24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鄭家秀觀護人等 6名蒞所參訪。 輔導科 

7月 24日 
辦理「拼圖大對決」比賽，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32

名。 
輔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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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至

28日 

與台灣性諮商學會合辦「青少年愛戀挑戰夏令營」

活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10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

計 40名。 

輔導科 

7月 29日至

31日 

與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合辦「更新轉化營」活動，與

會來賓人數計 55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20名。 
輔導科 

8月 5日 
與亞東醫院合辦「精神疾病衛教宣導」活動（主講

人：方凱企醫師），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26名。 
輔導科 

8月 7日 

與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合辦「藥物濫用防制專案公益

宣導行動劇」活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22 人，收容

少年參加人數計 138名。 

輔導科 

8月 7日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及大改樂團合辦「法扶週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6 人，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38名。 

輔導科 

8月 10日至

11日 

與崇德文教基金會合辦「崇德星光夏令營」活動，

與會來賓人數計 43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25

名。 

輔導科 

8月 12日 
與律師公會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講人：

郭怡青律師），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15名。 
輔導科 

8月 19日 

與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合辦「愛、學習成長營」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2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27

名。 

輔導科 

8月 26日 
與新北市衛生局辦理「毒品衛教宣導」活動，與會

來賓人數計 2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17名。 
輔導科 

9月 2日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蒞所辦理「喜樂合唱團演

奏」活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6名，收容少年參加人

數計 106名。 

輔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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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 
新北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廖惠齡理事長等 13 名來賓

蒞所參訪。 
輔導科 

9月 9日 
與律師公會合辦「法律宣導」專題演講（主講人：

吳孟玲律師），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87名。 
輔導科 

9月 11日 

與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合辦「我的少女時代」電影欣

賞活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43 名，收容少年參加人

數計 92名。 

輔導科 

9月 16日 

與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合辦「愛、學習成長營」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3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97

名。 

輔導科 

9月 21日 
台北市觀護協會蒞所辦理中秋聯歡音樂會活動，與

會來賓人數計 27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93名。 
輔導科 

9月 23日 

與中華電信新北營運處合辦「中秋節電話孝親」活

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1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48

名。 

輔導科 

9月 23日 
與誼光基金會合辦「愛滋病衛教宣導」活動（主講

人；李大鵬講師），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98名。 
輔導科 

9月 25日 

與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臺北、士林分會及新北市

政府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合辦「中秋節面對面

懇親」活動，與會來賓人數計 20 名，收容少年家

屬參加人數計 159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03名。 

輔導科 

9月 30日 
鳴石聖樂團蒞所辦理「音樂饗宴」活動，與會來賓

人數計 33名，收容少年參加人數計 101名。 
輔導科 

7月 3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姜麗香法官蒞所業務

督導。 

訓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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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 
本所響應捐血活動，由替代役男隊長帶領 4名替代

役男至土城區捐血車捐血，熱心公益不落人後。 
訓導科 

7月 22日 

本所與新北市衛生局(委託亞東紀念醫院)辦理「菸

害與檳榔防治」衛教宣導活動，計有收容少年 121

名、職員 28名、替代役男 1名參與。 

訓導科 

7月 23日 

本所為提高機關同仁及收容少年災害應變能力及

警覺性，強化救災之組織動員及指揮調度能力，使

同仁熟悉防火技能、消防設備之使用及緊急救護等

各項緊急處置要領，實施防挾持、防暴及防火應變

演習。 

訓導科 

7月 27日 

為強化少年兩性衛教及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本

所委請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辦理子宮頸抹片檢查

及相關兩性衛教宣導，共計 21名少年接受檢查。 

訓導科 

7月 28日 

為維護收容少年健康與防範傳染性疾病（肺結核）

之感染，本所委請健橋診所蒞所辦理胸部 X 光篩

檢，收容少年計 94名接受檢查。 

訓導科 

8月 05日 

本所與亞東紀念醫院辦理「青少年常見精神疾病

(過動症、憂鬱症、毒品濫用)」衛教宣導活動，計

有收容少年 126 名、職員 31 名、替代役男 1 名參

與。 

訓導科 

8月 19日 法務部矯正署巫署長滿盈蒞所視察。 訓導科 

8月 26日 

本所與新北市衛生局辦理「毒品衛教宣導」活動，

計有收容少年 121 名、職員 23 名、替代役男 1 名

參與。 

訓導科 

8月 27日 
為維護收容少年健康與防範傳染性疾病（肺結核）

之感染，本所委請健橋診所蒞所辦理胸部 X 光篩
訓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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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收容少年計 108名接受檢查。 

9月 9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劉麗君法官蒞所業務

督導。 
訓導科 

9月 10日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王美婷法官蒞所業務

督導。 
訓導科 

9月 14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黃程暉法官蒞所業務

督導。 
訓導科 

9月 16、17

日 

為加強戒護人員急救觀念與相關急救訓練，本所與

臺北女子看守所假本所大禮堂，延請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新北市分會講師蒞所辦理戒護人員 CPR、哈姆

立克急救法及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電擊器）使

用教學等急救課程，本所計有 34 名戒護人員通過

考試並取得合格認證。 

訓導科 

9月 18日 

本所與土城區衛生所辦理「登革熱防治」衛教宣

導，提升矯正機關戒護人員相關防治措施、避免登

革熱疾病發生，同仁參加人數計 35名。 

訓導科 

9月 21日 

本所為提高機關同仁及收容少年災害應變能力及

警覺性，熟習地震時正確之掩蔽常識及疏散方向、

訓練處理緊急傷患能力，實施防震應變演習。 

訓導科 

9月 23日 

本所與誼光基金會辦理「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

計有收容少年 98名、職員 24名、替代役男 1名參

與。 

訓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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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法務務部部矯矯正正署署臺臺北北少少年年觀觀護護所所網網頁頁維維護護更更新新次次數數表表  

  

頁面主題 頁面單元 

維護單位 

更新頻率 上網檢查之週期 

104年

1-9 月

份 

（主層單元） （次層單元） 
資 料 無 異
動 時 須 上
網 檢 查 之
週期 

資料無異動時須上
網檢查之週期 

網頁更

新次數 

0首頁 跑馬燈、廣告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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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導覽 2-1機關位置

圖 

總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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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區 

訓導科、政風

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2-4接見室位

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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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3-1行政流程

－標準作業程

序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 

 3-2 連絡方式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3檔案應用

服務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4表單下載

及申辦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3-5為民服務

白皮書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3-6民意調查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3-7便民措施

問答集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3-8便民措施 總務科、訓導 即時 每月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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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系統 科 

  3-9提升服務

品質執行計畫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2 

4公益服務 4-1公益服務 訓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9 

5電子報訂閱 5-1電子報訂

閱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6政府資訊公開

園地 

6-1預算書及

決算書 

會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7 

 6-2政府資訊

公開法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6-3施政計畫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1 

 

 

6-4臺北少觀

所行政規則 

訓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6-5親子教育
研究 

輔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6-6業務統計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96 

  6-7採購公告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8 

  6-8補充說明
彙總表 

研考單位 即時 每月月初  

 6-9保有及管
理個人資料彙
整表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7重大政策 7-1重大政策 研考單位、各
科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8就業資訊 8-1就業資訊 人事室 即時 每月月初 4 

9資安訊息通告 9-1資安訊息
通告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10電子公布欄 10-1最新消息 各科室 即時 每月月初 237 

  10-2採購公告 總務科 即時 每月月初 8 

11輔導園地 11-1生命及品

格教育專區 

輔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29 

 11-2青雲學苑
期刊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3 

  11-3 少年活
動照片 

輔導科 即時 每月月初 9 

  11-4 少年活
動排程表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11 

12醫療園地 12-1衛生醫療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1 

  12-2衛生教育
宣導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17 

  12-3衛生業務
成效 

醫務室 每月 每月 1 



 

23 

 

英文版首頁 廣告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0 

Introduction  各科室 即時 每月月初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人事室 即時 每月月初 

 

TJDH Map  總務科、訓導

科 

即時 每月月初 

 

Major 

Responsibilities 

 各科室 即時 每月月初 

 

Education 

Assistance  

  訓導科、輔導

科 

即時 每月月初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訓導科、輔導

科 

即時 每月月初 
31 

Statistics of 

Justice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3廉政天地 13-1請託關說

登錄查察專區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13-2廉政問卷

調查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1 

  13-3業務職掌 政風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3-4檢舉信箱 政風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3-5政風宣導

錦囊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21 

 13-6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專

區 

政風室 每月 每月 

 

14統計園地 14-1園地導覽 統計室 即時 每月  

  14-2收容情形 統計室 每日及月 每日及月 275 

  14-3業務成效 統計室 每半年 每半年 42 

  14-4專題分析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 

  14-5統計相關

網站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5矯正體系中

英文對照表 

15-1矯正體系

中英文對照表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16電子公文附

件區 

16-1電子公文

附件區 

統計室 即時 每月月初 
 



 

24 

 

Lab Test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Medical Measures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總務科 每月 每月 

 

Drug 

Rehabilitation 

 輔導科 每月 每月 

 

TPJ-Service QA  各科室 每月 每月 
1 

合計                                                                 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