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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成果報告 
陳報機關：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資料時間：第 3次 1~9月 
 

壹、優質便民服務 

  一、服務流程（便捷服務程序，確保流程透明） 

  （一）服務流程便捷性 

  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1) 名籍服務窗口業務整合，105 年 1 月至 9 月辦理服務

民眾，申請案件業務合計 428 件（在監證明 402 件、

返家探視 26件）。 

(2) 接見室採抽取號碼牌等候叫號，整合接見登記、寄款

及送入物品(寄物)登記窗口，達一次收件全程服務之

要求。 

(3) 105年 1月至 9月辦理服務接見民眾業務累計有： 

（A）一般接見 9779人次。 

（B）特別接見 2人次。 

（C）電話接見 479人次。 

（D）遠距接見 179人次。 

（E）假日接見 1019人次。 

（F）預約接見 205人次。 

（G）增加接見 125人次。 

（H）送入物品 8603人次。 
 

(4)委託加工申請業務整合，105 年 1 月至 9 月辦理委託

加工申請計 6間廠商。 
 

(5)員工權益事項服務窗口業務整合（在職証明、離職證

明、婚喪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服務證申請等），

105年 1月至 9月辦理計 109件。 
 

(6)民眾陳情案件服務窗口業務整合，105 年 1 月至 9 月

人民陳情案件計 5件。 

 

  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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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籍業務申辦流程簡化情形：民眾申請項目如在監證

明、健保止付證明、結婚登記、返家探視、移監申請、

指紋驗證等各項業務，均達一次收件全程服務之要

求。 

(2) 名籍服務窗口業務流程簡化情形：臨櫃申請案件由 15

分鐘縮短至 10 分鐘，縮短比率 33％。非臨櫃申請案

件由 2天縮短至 1天，縮短比率 50％。 

(3) 接見服務窗口業務流程簡化情形：臨櫃申請案件由 5

分鐘縮短至 3分鐘，縮短比率 40％。非臨櫃申請案件

由 2天縮短至 1天，縮短比率 50％。 

(4) 設置單一窗口服務台，服務台人員收件後，針對申請

案件予以全程服務，縮短民眾洽公時間。 

(5) 設置首長信箱：民眾無須具狀，可隨時上網陳情或申

辦各項業務，並由專責人員接收處理並予以答覆。 

(6) 本所全球資訊網提供各式民眾申辦案件相關表格下載、

線上申請、網路公告及民眾陳情信箱（首長信箱）等，

簡化民眾臨櫃申請流程，以網路代替馬路，減少舟車

往返之苦。 

(7) 本所已完成簡化申辦案件應繳證書謄本工作。僅申辦

返家探視(含返鄉奔喪)須繳驗戶口謄本外，其餘僅需

攜帶身分證即可辦理，以加速申請案件之便利性，105

年 1月至 9月收容人申請電子謄本數量計 608件。 

(8) 本所105年1月至9月收文件數(收文總件數6831件、

電子收文 2613 件、電子收文比率 38.25%；電子發文

1246件、電子發文比率 99.92%、全部公文電子發文比

率 68.63%)。 

(9) 使用跨機關電子閘門認證辦理案件成長率： 

105 年 1 月至 9 月(使用刑案查詢系統 1206 件、電子

支付系統及電子採購系統 6件、電子領標系統 22件，

國旅卡檢核系統 43 件、法務部獎牌作業系統 11 件)

合計 1288件。 
 

   （二）服務流程透明度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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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所全球資訊網詳列各業務科室主要職掌、服務項目、

案件標準作業流程，提供民眾查詢，另為提供民眾公

平公開獲得政府資訊權利、增進本所服務流程之透

明度，設有「資訊公開專區」、「檔案應用專區」及相

關統計資料等，均公開提供民眾上網查詢。 

(2) 本所已於網頁建置各項服務標準作業程序資訊，供民

眾瀏覽。 

(3) 行政大樓設置服務台，24小時均派人值勤，並設置行

政革新信箱，提供民眾查詢業務之管道及行政業務上

的建言，105年 1月至 9月無行政革新信箱案件。 

(4) 各科室均設有外線電話及電子信箱，提供民眾電話查

詢或網路留言查詢。 

(5) 本所接見室張貼公告及各項作業流程書表，並提供接

見室休息用桌椅、飲水及盥洗設備、書寫範例及工具

（含眼鏡、原子筆、填表範例…等），以符合民眾需

求。 

(6) 行政大樓標示單一窗口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圖(SOP)，明

確標示單一窗口各項申辦業務流程，洽公民眾可充份

了解申辦業務各項流程，達到服務標準化、流程透明

化、處理快速化之目標。 

 

  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1) 處理民眾陳情案件 105年 1月至 9月計 5件，已全數

回應，回應率 100%。 

(2) 105 年民眾申請預約接見、遠距接見、在監證明等各

項業務，105 年 1 月至 9 月累計受理 973 件已全數回

應，回應率 100%。 

(3) 處理民意代表申辦增加接見及特別接見，105 年 1 月

至 9月累計辦理 127件，回應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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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機關形象及顧客關係（提升服務品質，深化服務績效， 探查

民意趨勢，建立顧客關係） 

   （一）機關形象 

  1、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1)本機關服務場所每日上下午均指派社會勞動役服務人

員打掃，辦公廳舍適當之處所擺放綠色植物、盆栽及

收容人藝文作品，美化辦公環境，營造優質且具藝文

氣息之洽公場所。 

(2)服務窗口放置中英文對照之服務人員名牌，方便民眾

辨識。 

(3)本所推動雙語環境設施，辦理有關機關銜牌、公共服

務場所標示牌、號碼牌、員工職名牌…等標示中英文

雙語化設施，以營造本國與全球同步國際化之生活環

境。 

(4)本所設置各項無障礙設施，（如身障斜坡道、法定無障

礙停車格）等無障礙空間，以提供身障民眾洽公之便

利空間。 

(5)行政大樓服務台 24小時派員服勤，隨時接聽民眾查詢

電話。 

(6)提供 3座 110V電力插座及 USB充電電源，並標示免費

「充電」服務。 

(7) 為落實性別主流及兩性平等之精神，於接見室內設置溫馨舒

適、功能完善之哺乳室，免費提供冷熱水、尿布、紙巾等用

品，以利辦理接見民眾哺餵母乳等需求，貼心設計為女性

建立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8)接見室旁規劃增設專屬無障礙廁所，提供行動不便的

洽公民眾安全舒適之如廁空間。 

(9)規劃機關外部停車位提供洽公民眾停車，並於機關內

部設置身障專用與一般洽公停車位，保障年長及身障

民眾停車安全性及便利性。 

(10)飲水機定期保養更換濾心並作成紀錄，使民眾能安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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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推動「民眾安心-矯正機關便民服

務單一窗口方案」，於行政大樓服務台附近設置接待

室，室內設有軟式沙發座椅、吊扇及電子式血壓計等

設施，提供洽公民眾使用。 

(12)本所接見室接見登記等候處，原未擺設椅子，人數眾

多時家屬常須排隊站立等候，為免家屬等候辛勞，於

該處擺設椅子，體貼並便利家屬等候。另機關整修汰

換仍堪用之桌子，資源再利用，將其擺設於接見等候

區，提供前來接見之家屬，放置所攜帶之物品。 

(13)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避免接見登記時服務人員與家

屬發生爭執，於接見登記處裝設監視器及集音器等設

備，遇有爭議事件發生時，可作為佐證之參考依據。 

(14)本所接見室飲水機屬舊式機型，熱水出水閘無安全保

護設施，民眾家屬前來洽公或辦理接見，為避免孩童

因玩耍誤撥按飲水機熱水閘而燙傷，發生意外事故，

特將該處飲水機加裝熱水出水控制器防範，以保護孩

童使用飲水之安全。 

(15)本所來賓休息室位於大門服務台旁，兼做檔案應用閱

覽室，平時來賓民眾使用頻繁，為顧及環境衛生，特

裝設紗門，避免來賓民眾遭受蚊蟲叮咬，也方便環境

整理。 

(16)為方便同仁上班停車，提昇服務品質，重新規劃本所

停車場汽車停車位，劃分各科室及公務車輛車位，並

將殘障停車位劃至大門前方，方便進出，讓停車管理

井然有序。 

(17)為提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特於國道三號下麟洛交流

道處及省道近本所交叉路口處，架設本所及屏東監獄

共同之機關指引路牌，明確指引機關路線，方便民眾

至本所洽公服務。 

(18)為方便廠商或公務車輛入所洽公，特於車檢站入口處

標示「車輛檢查站」及指示路牌，明確指引方向，提

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 

 

2、 服務行為友善性及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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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設置有中英文網站，提供本所歷史沿革、首長介

紹、首長信箱、組織功能、本所公告、便民服務措施、

統計園地、各項活動等資訊供民眾瀏覽，民眾上網瀏

覽人數統計至 105 年 9 月止中文網站累計 410211 人

次、英文網站累計 38739人次。 

（2）服務台設置告示跑馬燈，提示各種服務資訊、政府政

策及法律常識宣導。 

（3）為精進並深化為民服務工作，積極推動鄰近社區公益

服務及敦親睦鄰措施：105年 1月至 9月役男社區服

務計 6次、總出勤人數計 18人次、總出勤時數計 27

小時。 

（4）本所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推動職員語文能力檢定，目前

通過英語初級以上程度者計 46人已達 48.42%；同仁

工作之餘參加客委會客語認證，通過初級以上程度者

計 16人已達 14.95%。 

 

3、 服務行銷有效程度 

（1）舉辦收容人家屬面對面懇親活動暨親職教育座談會。

除增強收容人與原生家庭聯繫外，並藉此與家屬就矯

正工作加強溝通及宣導，同時宣導政府近期推動之刑

事政策，以達全民參與及預防犯罪之最終目標 105

年 1月至 9月辦理 3場次，計 271名家屬參加。 

（2）本所為增加行刑透明度，增進社會大眾對於矯正機關

之認識，定期邀請收容人家屬入所參訪，瞭解收容人

作業、衛生醫療及三餐伙食辦理情形等業務概況，並

解除收容人家屬對於行刑處遇之可能疑慮，105 年 1

月至 9月計 20名家屬參加。 

（3）各工場每月辦理收容人生活工作檢討會，由教誨師召

集管教小組成員參加，105年 1月至 9月累計辦理 20

場次 1655人次參加。 

（4）105年 1月至 9月辦理收容人文康活動計 1804人次、

辦理個別輔導 1403人次，辦理反毒宣導 633人次。 

（5）屏東基督教醫院健保特約門診、聘請兼任醫師蔣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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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所為收容人門診服務，105年 1月至 9月公醫門

診計 1333人次看診。 

（6）105 年 1 月至 9 月辦理胸部 X 光檢驗 1113 人次、辦

理梅毒及愛滋病篩檢 1481 人次、辦理宣導毒品減害

計畫及衛生教育宣導 920人次。 

（7）本所辦理(烘培班、手工皂班、園藝班、藍染班、中

式麵食班)等短期技能訓練班，105 年 1 月至 9 月計

辦理每班各 1期(時間 6個月)，105年第 1-3季累計

90人次。 

 

   （二）顧客滿意情形 

1、 機關服務滿意情形 

（1） 本所成立單一服務窗口，宣達各單位確依「法務部矯

正署及所屬機關推行電話禮貌實施要點」及「電話

禮貌測試量表考核內容」針對來電洽詢民眾給予親

切滿意之答詢服務；本所每月由電話禮貌測試輪值

主管，直接對本所同仁，進行電話接聽速度及禮貌

實施考核測試，測試結果後陳鈞長核閱，105年度第

1-3 季電話禮貌測試累計 12 次，測試評定為「優」

10人次、「良」2人次。 

（2） 本所 105年9月7日至9月9日止，辦理員工各項滿意度調

查，計發放問卷 108 份，回收問卷 101 份，回收率為 93.52

％，有效樣本數計77份，針對問卷9項滿意度內容，調查結

果如下： 

甲、本所行政管理措施是否滿意：受訪者中，表示滿意評價

（「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共佔89.62％，顯

示超過八成九受訪者對本所工作設施及環境窩滿足其

業務上需求。 

乙、本所行政管理措施是否滿意：受訪者中，對於本所行政

管理措施表示滿意評價（「很滿意」、「滿意」與「尚可」

者）佔97.4％，顯示超過九成七以上受訪者對本所行政

管理措施尚表滿意。 

丙、本所行政效率是否滿意：受訪者中，表示滿意評價者共

佔98.7％，約有九成八之同仁對於本所行政效率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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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 

丁、本所相關行政程序是否透明：受訪者中，表示滿意評價

者共占 100％，顯示絕大多數之同仁對本所相關行政程

序的透明度表示滿意。 

戊、本所組織文化的認同程度：受訪者中，100％的受訪者

對於本所的組織文化表示認同（含「很認同」、「認同」

及「尚可」者），顯見多數的受訪者對於本所文化均能

表示認同。 

己、您覺得工作中無論口頭或書面提出的問題或改善建議

受到機關或主管重視的程度：受訪者中，陳訴後受重視

程度表示滿意評價者（「很受重視」、「受重視」與「尚

可」者）約佔九成八（98.71％），另表示「不滿意」及

「很不滿意」者不到一成（1.3％），顯示多數受訪者對

所提出之建議或反映意見受到機關長官重視程度，仍持

肯定之看法。 

庚、本機關整體員工清廉度的滿意程度：受訪者中，對於本

所機關整體清廉度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

者佔 100％，另有 0％之同仁對本所機關整體清廉度表

示「不滿意」及「很不滿意」，表示「沒意見」者佔 0

％。 

辛、本機關推動廉政工作提升清廉施政的努力之信心程度：

受訪者中，有 100％受訪者對於本所推動廉政工作的努

力之信心程度表示「很有信心」、「有信心」及「尚可」，

顯示受訪者認為本所刻正推動之廉政工作之努力的信

心程度表示正面肯定。 

壬、本機關員工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遵行情形如何：

受訪者中，有 100％受訪者對於本所員工遵守「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情形表示肯定態度，顯示本所平日針對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加強宣導已有相當成效。身為

公務體系一份子，清廉自持為最基本之要求，本所將以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為出發點，加強宣導同仁有

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落實各項請託關說等廉政

倫理事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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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意見回應與改善情形 

（1） 本所於各工場設置收容人意見箱，每週由秘書室派員

會同政風室開啟 1次，105年 1月至 9月行政大樓意

見箱無同仁及家屬反映意見；場舍收容人投遞意見箱

反映意見計 6 件，已全數妥善處理並回應，回應率

100％。 

（2） 本所於機關網頁設置民眾意見反映區（首長信箱），

提供民眾多元抒發意見管道，建立良好溝通模式，105

年 1月至 9月辦理民眾意見反映計 5件，針對民眾意

見已全數妥善處理並回應，回應率 100％。 

（3） 本所接見室設置完成署長信箱及於公布欄及其他民

意信箱上標明署長電子信箱及檢舉電話，105年 1月

至 9月無民眾意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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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公開適切性與內容有效性 

(1)本所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明訂「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之

範圍」，於機關網站設置「資訊公開專區」單元，除

主動適時公開與民眾權益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

關政府資訊的內容，另未主動公開範圍之資訊，只要

不違反國家機密、民眾個人權益，本所依據政府資訊

公開法訂定相關的服務申辦程序，民眾按規定均可書

面向本所提出申請。 

(2)本機關定期更新網頁內容及資料，有效確保網路資料

正確性，並符合無障礙 A+標準要求，105年第 1季至

第 3季網頁校對計 3次。 

(3)本所全球資訊網之網頁，依各項目資料更新之週期及

權責單位之分工填寫「網頁維護週期表」，並送法務

部備查。 

(4)本所積極維護網站資訊，105年 1月至 9月更新內外

網頁計 680次，並成立網頁推動小組，指定秘書為召

集人，成員包括各業務科室主管及資訊人員，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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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 9月召開網頁推動小組會議計 2次。 

(5)為提供即時正確之資訊內容與連結，以維持資料內容

有效性，本所上網公告事項均簽請網頁維護審核負責

人檢視上網標題及內容，並經機關首長核可後，由網

頁管理人將檔案資料掃毒上網刋載，正確性達 100%。 

(6)本所於「網頁推動小組」共同努力之下，本所網頁之

內容、超連結等為法務部及本所原創資訊，隨時保持

正確的最新資訊。 

 

   （二）資訊檢索完整性與便捷性 

(1) 機關網站提供之各項資訊，依主題施政服務進行分類

檢索服務。 

(2) 一般民眾可經由「我的E政府」網站之分類檢索服務，

進行資料搜尋服務。 

(3) 機關資訊標示配合「我的 E政府」網站，提供分類檢

索且符合詮釋資料及分類檢索規範比例達 95 ％。 

(4) 提供檢索功能、找不到資訊時之建議，檢索資訊過多

時，分頁方式檢索及關鍵字、全文等進階檢索功能。 

(5) 本所網站每月進行自我檢測並加以維護。 

 

 二、線上服務及網路參與 

   （一）線上服務量能擴展性 

(1) 配合法務部資訊系統提供各類線上服務，如表單下載、

遠距接見申請及補發出監證明等服務。 

(2) 定期檢視電子表單之必要性與合宜性，並確實執行迅

速回覆，俾提升民眾及同仁使用成長率。 

(3) 本所服務平台皆為法務部提供，本所網頁若干表

單，如「所長信箱」、「廠商申請加工服務」等，

皆為必要且最簡化之表單，均置放首頁或適當之

分類下，使民眾得以方便搜尋及使用。 

(4) 本所提供網路單一窗口，結合法務部便民線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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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系統建置超連結服務平台，結合「法務部便民

非憑證 /憑證線上申辦系統」及「預約接見系

統」。 

 

   （二）網路參與應用情形 

(1) 本所提供「民意信箱」及「所長信箱」，供民眾

反映各項寶貴意見，由專人接收，限期處理，第

一時間即時回應民眾意見。本所網頁尚未提供留

言板、論壇、投票、調查等功能，未來配合法務

部規劃提供平台建置相關網頁功能，本所 105 年

第 1 季至第 3 季尚無員工發表建言及討論事項。 

(2) 本機關首頁提供「電子報訂閱」，增進民眾瞭解

一週內法務部及矯正署所屬機關電子公布欄、法

律解析及案例電子公布欄相關訊息。 

(3) 本所內部網頁專設「法務部內部網站公布欄」及

「矯正署內部公布欄」，提供同仁同步了解上級

機關發布之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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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價值的創新服務  

1、 接見室張貼「自動心臟電擊器（AED）」的告示貼紙，便利

接見家屬知悉本所設置自動心臟電擊器，遇緊急事件時，

呼叫「119」時可同步由接見室人員通知中央台攜出，爭

取搶救生命之先機。 
 

2、 105年 5月 4日舉辦母親節面會懇活動，收容人與家屬見

面會談、現場氣氛熱絡感人。活動並由政風主任作廉政宣

導外，吳秘書代理所長並親臨會場問侯收容人家屬，鼓勵

收容人改悔向上。 
 

3、 辦理本所無戒護監外作業廠商合作與受刑人遴選作業，依

矯正署105年7月13日法矯署教字第105030063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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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專案小組，並已洽喆英企業及心田綠地公司提供三個

職缺及初篩三名受刑人，於 7/18 日報署在案，並將持續

洽廠商增額。 
 

4、 本所於 105年 9月 8日上午 8點 30分起，為舒解收容人

思鄕情緒及建立其與家屬良性互動，商請中華電信公司屏

東營業處協助，舉辦中秋節收容人與家屬電話懇親活動，

本次參加收容人含少年共 440人。 
 

（二） 創新服務標竿學習效益  

1、 為強化園藝技訓教學及提升自營農作績效，自 105 年 1

月底奉所長指示擴大增建菇房規模，由營繕隊自行購料施

工，預計 105年 2月底完工，將先培植鹿角靈芝，以利技

訓教學及開發新自營產品。 
 

2、 105 年 2 月 5 日本所自營農作科之「築田菇房」，為配合

季節性菇種更替，汰換珊瑚菇改為嘗試培植黑木耳，作為

自營作業農作產品販售，以增加作業收入。 
 

3、 105年 3月 28日購進鹿角靈芝太空包 2000包進行培植，

以強化園藝技訓教學及提升自營農作績效，並將著手開發

新自營產品靈芝茶包。 
 

4、 105年 6月 7日洽請紅十字會屏東分會分別於本所耕心堂

及女所辦理收容人CPR及異物哽塞處理法急救訓練課程，

累計 3場次共計 186人次完成訓練，增添救人與自救之急

救觀念。 
 

（三） 組織內部創新機制及運作情形 
1、 為堅實勤務效能避免日久生疏、便宜行事而滋生事端，105

年 3 月 23 日全面檢視、更新相關戒護作業流程以符現行

法令運作需求，奉核後於勤前教育逐項宣導，各級幹部及

日勤場舍人手 1 冊以便查閱，38 項流程另以 PDF 檔複貼

於上傳區供同仁隨時瀏覽、查閱。 
 

2、 為凝聚本所志工及同仁之向心力，積極營造充滿書香之環

境，將原總務科收容人物品保管庫房，改設為志工休息室

暨員工閱覽室，購置書櫃、桌椅等新穎設施，作為小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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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之用，並提供同仁及志工借閱，為本所建構優質的閱

讀空間。 
 

3、 本所為確保機關設施及人員（含收容人）安全，依據監獄

行刑法、行政執行政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刑法等相關規

定，擬訂本所「空域安全警戒措施」1項，除杜絕不法份

子利用飛行機具如降落傘、飛行翼（傘）、搖控飛行器或

特技風箏等對本所衍生危害外，亦防範危險、違禁或管制

物品藉此途徑進入戒護區。 
     

4、 本所於 105年 7月 21日與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辦理「更生

受保護人就業宣導活動-職業探索與就業準備」活動，計

38 名收容人參加，幫助重新融入社會並為將來就業準 

備。 
 

5、 為使在所收容人習得謀生技能、培養正確職業價值觀、養

成勤勞習慣學習課程，於 105年度開辦中式麵食班，讓收

容人學習一技之長以增加未來就業實力，並於 8月 4日購

置製麵機與攪拌機進行操作教學。 
 

6、 本所於 105年 9月 19、22、23日三天與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及屏東就業中心共同辦理「邁開步伐-

奔向人生新出口」就業成長團體活動」活動，計 15 名收

容人參加，幫助重新融入社會並為將來就業準備。 
 

7、 本所 105 年 3月 28日進貨鹿角靈芝太空包，進行培植高

經濟價值，且健康養生之農作產品，且為把關食品安全，

於 9月初會同政風室、會計室進入菇坊採樣，送屏東美和

科大檢驗 310項農藥殘留，結果均無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