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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為瞭解民眾對本所建構之「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參與意見反

饋與外部監督機制、行政透明化措施等滿意度，及共同建構優良

食安廉能環境之支持度與對食品安全廉政管理之具體需求，藉由

設定「食品安全廉政平台」相關議題，充分蒐羅民眾意見，因此

辦理本次政風訪查工作，從揭櫫「廉政、透明」之食品安全基本

核心價值，作為賡續推動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施，俾供首

長施政興革之參考。 

本次訪查工作採實地查訪方式辦理，由政風室印製政風工作

訪查表並指派專人，於現場提供辦理接見會客、來所洽公之收容

人家屬及與總務科、作業科及合作社業務往來之廠商代表，以記

名方式填寫，於填妥後交由政風室專人分析綜整。 

本報告內容共分為五節，其結構如下：第一節為「前言」，

敘述訪查動機及架構等；第二節為「訪查計畫擬定及說明」，簡

述實施目的、實施方式及資料處理；第三節為「訪查方法」，將

詳述本訪查表內容設計及分析方法；第四節為「訪查結果研

析」，包括樣本結構統計與訪查表內容的相關統計分析；第五節

為「建議事項與結論」。本訪查調查結果採問項條列比較分析，

俾瞭解相關課題改進方向為何，使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推

展更臻完備，從而建構溫暖而富有人性之食品安全廉能環境。 



2 

 

第二節  訪查計畫擬定及說明 

壹、辦理機關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貳、訪查依據 

一、「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肆、具體作為－五、提升效

能透明(四)推動行政透明，建立公開機制、研擬推動行政

透明措施，檢視相關作業流程，建立獎勵機制，積極推動

行政透明化，鼓勵民眾共同監督政府施政作為。 

二、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實施計畫」及「政風機構協助機

關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 

參、訪查目的 

一、為瞭解民眾對本所建構之「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參與度及

意見反饋與外部監督機制、行政透明化措施滿意度、建構

優良食安廉能環境支持度與其對食品安全廉政管理之具體

需求。 

二、藉由問項條列比較分析及各項數據資料，以瞭解受訪者對

於「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各項反饋與外部監督機制、行政

透明化措施滿意度及建構優良食安廉能環境之支持情形。 

三、訪查分析結果，除作為各權管科室對食品安全管理之依據

外，並供作本所賡續推動「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之參考。 

肆、實施方式 

一、訪查時間： 

自本（106）年 3 月 15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 

二、訪查對象： 

（一）本所收容人家屬暨至本所洽辦業務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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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採購案件（含總務科、作業科及合作社）業務往來

廠商代表。  

三、抽樣方式： 

採指派專人現場發放訪查表方法，於收容人家屬、洽

辦業務之民眾及總務科、作業科及消費合作社採購案件業

務往來廠商代表到所接見收容人或洽公時，現場發放訪查

表填寫後回收。 

四、統計分析： 

本案計發放問卷 60 份，回收問卷 50 份，問卷回收率

為 83.33％，其中有效問卷計 50 份，有效問卷率為 100

％，具訪問調查之「信度」。訪查結果以敘述統計方法

分析，並輔以圖表說明統計結果，並依「目的」、「問卷對

象」、「基本資料」、「問卷統計」、「綜合研析」及「結論」

等統整出訪查分析報告。 

伍、資料處理 

一、本次訪查表回收後，選項部分先統計人數後換算成百分比

顯示，並以圖表及文字逐項分析闡述，藉客觀數據顯示，

以瞭解受訪者對問卷項目之各項看法，並據以研判原因。 

二、受訪者自行填寫文字或建議部分採條列式敘述探討，有關

受訪者建議或改進事項，併請相關科室回應後整理於彙整

表。 

三、依據訪查表調查資料彙整結果，作成「食品安全行政透明

化專案訪查報告」，並提出結論及建議事項簽陳  首長核

閱。 

四、本案辦理結果作為本所賡續推動「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之

參考依據。 



4 

 

第三節  訪查方法 

壹、訪查表內容設計 

本次政風工作訪查係依據「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實施計畫」及「政風機構協助機關

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由政風室以收容人家屬、洽辦業

務之民眾及採購案件廠商代表為對象進行訪查。茲將訪查表

設計之問項說明如下： 

一、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民眾參與及意見反饋機制 

以「對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建置於全球資訊網

站及候見室，供民眾參與及反饋意見」（通案問項一），藉

以瞭解受訪者對本所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之民眾參

與度及意見反饋機制之滿意程度。 

二、收容人伙食按時陳列民眾監督程度 

以「對本所將收容人伙食實物按三餐陳列於候見室之

透明專櫃內，供民眾參與及反饋意見」（通案問項二），藉

以瞭解受訪者對本所將收容人伙食實物定時陳列，供民眾

即時參與監督及反映意見之滿意程度。 

三、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化 

以「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內容規劃『食品安全

宣導資訊』、『食安稽查監辦內容』及『食安關懷預警統

計』是否滿意」（通案問項三），瞭解受訪者對本所「食品

安全廉政平台」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化之認同程度。 

四、建構優良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境之民眾支持度 

以「願意協助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建構優良食品

安全衛生之廉能環境」（廠商代表問項四），瞭解受訪者是



5 

 

否願意參與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復而共同維護矯正

機關優良食品安全衛生之廉政環境之支持程度。 

五、具體建議事項 

以「對本所食品安全行政透明化措施興革建議」（收容

人家屬問項四）之開放式問項，瞭解受訪者對本所食品安

全行政透明化措施之具體需求，給予表達意見及提供機關

興革建議。 

六、基本資料 

問卷置入受訪者基本資料，以「姓名」、「身分別」、

「聯絡方式」及「親為署名」作為數據統計之參考，以使

各項分析更為精確。 

貳、分析方法 

本次訪查回收取得有效樣本後，以次數暨百分比分配分

析方法，彙整計算並探究所彰顯之意涵。 

將收集的資料依數量大小或類別而分為若干組，並計算

各組之資料個數並據以做成百分比，由此可顯示資料分布之

情形。故藉此分析方法即很容易瞭解原始資料所蘊含之規律

性及分配情況，且具有彙總並簡化原始資料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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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查結果研析  

貳、訪查表內容暨統計分析 

本訪查報告，主要係以受訪者對本所建構之「食品安全

廉政平台」參與意見反饋與外部監督機制、行政透明化措施

等滿意度，及共同建構優良食安廉能環境之支持度與對食品

安全廉政管理之具體需求，藉由設定「食品安全廉政平台」

相關議題，充分蒐羅民眾意見。茲就訪查表內容暨統計分析

資料分述如次： 

一、您對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社會參與及意見反饋機制

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探究受訪者對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之民

眾參與度及意見反饋機制之滿意程度，作為食品安全管理

之重要參考。 

（二）整體分析： 

100％之受訪者對於「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之民眾參

與度及意見反饋機制之滿意程度表示「非常滿意」，0％表

示「不滿意」，如表 2-1、圖 2-1 所示。  

表 2-1 民眾參與度及意見反饋機制滿意分析統計表 

滿意度 非常滿意 不滿意 合計 

人數 50 0 50 

百分比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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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民眾參與度及意見反饋機制滿意分析統計圖 

二、您對收容人伙食按時陳列民眾監督程度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瞭解受訪者對本所將收容人伙食實物定時陳

列，供民眾即時參與監督及反映意見是否滿意，作為持續

增加民眾外部參與監督之依據。 

（二）整體分析： 

100％之受訪者對於供民眾即時參與監督及反映意見表

示「非常滿意」，0％表示「不滿意」，如表 2-2、圖 2-2

所示。  

表 2-2 參與監督及反映意見滿意度分析統計表 

滿意度 非常滿意 不滿意 合計 

人數 50 0 50 

百分比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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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參與監督及反映意見滿意度分析統計圖 

三、您對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化是否滿

意？ 

（一）設計原因：瞭解受訪者對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資訊

揭示行政透明化之認同程度，作為持續提升食品安全行政

透明化程度之參考。 

（二）整體分析： 

100％之受訪者對於「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資訊揭示行

政透明化之認同程度表示「非常妥當」，0％表示「不妥

當」，如表 2-3、圖 2-3 所示。 

表 2-3 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妥當度分析統計表 

妥當度 非常妥當 不妥當 合計 

人數 50 0 50 

百分比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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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妥當度分析統計圖 

四、您對建構優良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境之民眾支持度是否滿

意？ 

（一）設計原因：瞭解受訪者是否願意參與本所「食品安全廉政

平台」，復而共同維護矯正機關優良食品安全衛生之廉政環

境之支持程度。 

（二）整體分析： 

100％之受訪者對於參與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表

示「非常願意」，0％表示「不願意」，如表 2-4、圖 2-4 所

示。 

表 2-4 建構優良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境願意度分析統計表 

願意度 非常願意 不願意 合計 

人數 3 0 3 

百分比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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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建構優良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境願意度分析統計圖 

五、對本所「食品安全行政透明化措施」興革建議及反映事

項？ 

（一）設計原因：瞭解解受訪者對本所食品安全行政透明化措施

之具體需求，給予表達意見及提供機關興革建議。 

（二）整體分析： 

100％之受訪者對對本所食品安全行政透明化措施表示

「無興革建議」，0％表示「有興革建議」，如表 2-5、圖 2-

5 所示。 

表 2-5 表示興革建議分析統計表 

興革建議 無興革建議 有興革建議 合計 

人數 47 0 47 

百分比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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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表示興革建議分析統計圖 

 



12 

 

第五節  建議事項與結論 

壹、綜合研析暨建議事項 

一、對於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民眾參與及意見反饋機制方

面，受訪者對民眾參與及意見反饋機制滿意度為 100％，顯

示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設計民眾參與及意見反饋機制

能滿足受訪者之需求。 

二、有關本所收容人伙食按時陳列民眾監督程度方面，受訪者之

滿意度為 100％，表示受訪者均認同收容人伙食透過全球資

訊網站及實體陳列，能即時且有效以外部監督。 

三、對於本所「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資訊揭示行政透明化部分，

受訪者之滿意度為 100％，顯示民眾對於食品安全資訊揭示

能以透明化方式辦理，感到相當滿意。 

四、對於是否支持共同建構優良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境，受訪者

之滿意度為 100％，顯示民眾對於食品安全之維護均有意

願，且願意支持出力，共同建構優良之食品安全衛生廉能環

境。 

貳、結論 

藉由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以跨域整合策略運

用，有助維護本所食品安全管理機制及對國人身體健康嚴加

把關；同時對於少數提供品質不佳食品廠商之違常情資蒐集

及風險防範預警，可發揮積極有效之具體效能，並藉此提升

本所食品安全行政透明措施，提升正面行銷效益。 

矯正機關本於法令規範及興利服務立場，維護食品安全

管理之公正執行本為當前重要政策工作之一，透過政風機構

策略運用及積極協同參與，以協助促進民眾身體健康；此

外，過去執行食品衛生安全業務同仁於執法過程中，時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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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當干擾並企圖影響執法程序，本所藉由建置跨域整合廉

政網絡，事前加強蒐羅食品安全違常情資並即時陳報妥處，

以強化風險防範預警機制，執法過程由政風人員適時參與，

可積極維護同仁行政中立立場，並保障同仁執法權益，重點

式彰顯廉政效能；再者，本平台透過社會大眾共同參與監督

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促進行政透明化融入機制，並探求社會

大眾對於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之滿意評價，即時反饋本所「預

警」及「再防貪」機制，促進機關廉潔及行政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