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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度改善接見室外家屬廁所管制區

戒護安全革新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30日 

二、地點：接見室 

三、宗旨： 

為落實「淨化戒護區專案」，本院接見室外家屬廁所應加強相

關安全設備，俾利控管。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矯正署張視察正憲視察本院，指示本院應加強改善接見室

外家屬廁所管制區之戒護安全；院長指示訓導科立即改

善。 

（二）應加設監視器監看及錄影。並同步設置在監聽主管桌及中

央臺。 

（三）應裝置紅外線感應器，有人接近立即反應於監聽主管桌及

中央臺，讓值勤人員易於關注可疑人物接近戒護死角。 

（四）應設置警告標示讓接見家屬知悉，勿進入管制區域。 

五、資源運用： 

（一）利用本院正德樓現有監視錄影設備（DVR）監看及錄影。 

（二）請教務科資訊管理技師提供舊有電腦設置於監聽主管臺。 

（三）訓導科內勤灌輸圖控軟體及設定網路 IP，讓監聽主管便於

監看。 

六、活動內容： 

為防杜接見家屬利用戒護死角丟入違禁物品進戒護區，本院增

設警告立牌標示警語及監視器控管，除此，利用紅外線感應設

備，連接監視主管及中央臺警示燈有效控管管制區域。只要有

人員接近管制區域，紅外線感應同時，監聽主管桌及中央臺之

警示燈立即反應，可立即派員前很制止任何不當行為。 
 



 

七、活動成果（剪影）： 
 

 

 

   

接見室外家屬廁所管制區改善前  增設立牌警示 

   

  

 
   

增設紅外線感應器  警示燈 

   

   

   

增設監視器  監看及錄影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度改善接見室庫房戒護安全革新

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30日 

二、地點：接見室庫房 

三、宗旨： 

為落實「防逃」及「防止外力入侵」等各項戒護安全措施，本

院接見室庫房加強相關安全設備，俾利控管。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矯正署張視察正憲視察本院，指示本院應加強改善接見室

庫房之戒護安全；院長指示訓導科立即改善。 

（二）鑒於本院合作社庫房通道門出口直接通往外接見室，出入

管制極為重要，應加強安全措施。 

（三）為有效控管進出人員，除了合作社值勤人員注意通道口保

持二道鎖上鎖，監聽主管及中央臺應交互控管進出口。 

（四）本院加裝監視器連結至監聽主管臺及中央臺同步監看及錄

影，並於中央臺及監聽主管臺加設警示燈，接見室倉庫通

道門一旦開啟，兩處警示燈立即反應，俾利有效管控人員

進出。 

五、資源運用： 

（一）利用本院正德樓現有監視錄影設備（DVR）監看及錄影。 

（二）請教務科資訊管理技師提供舊有電腦設置於監聽主管臺。 

（三）訓導科內勤灌輸圖控軟體及設定網路 IP，讓監聽主管便於

監看。 

六、活動內容： 

為彌補本院人力不足，本院利用監視設備、紅外線感應器及警

示燈來協助執勤人員管理接見室動線及出入通道口，由監聽主

管及中央臺執勤人員交叉控管。合作社庫房通道門利用磁簧原

理，只要門一開啟，中央臺及監聽主管桌警示燈立即反應，同

時監看監視畫面，立即監看進出人員及動向。 
 



 

七、活動成果（剪影）： 
 

 

 
   

庫房改善前無監視器  應加強管控之庫房通道門 

   

   

   

庫房加設監視器  庫房通道門加裝磁簧感應 

   

   

   

警示燈  錄影監視畫面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度改善接見室窗口戒護安全革新

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30日 

二、地點：接見室窗口 

三、宗旨： 

為落實「防逃」及「防止外力入侵」等各項戒護安全措施，本

院接見室窗口及合作社窗口加強相關安全設備。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矯正署張視察正憲視察本院，指示本院應加強改善接見室

窗口之戒護安全；院長指示訓導科立即改善。 

（二）為防止外力入侵，本院接見室窗口加強井字型鐵窗護欄。 

（三）為防杜學生破壞合作社壓克力窗戶脫逃，本院加固鋁窗防

患未然。 

五、資源運用： 

鑒於本院業務費有限，本院請廠商以低成本並達到防護效果為

考量規畫辦理。 

六、活動內容： 

（一）有關接見室窗口加固，為符合行政院為民服務親民政策，

接見窗口不適合以鐵窗與民眾隔絕，又考量戒護安全應加

強防範，本院為顧及兩權齊美，以井字型不銹綱欄杆配合

原有壓克力板加固，儘可能不影響美觀，又能防止外力破

壞入侵。 

（二）本院合作社係戒護區硬體設備最薄弱之處所，又鄰近家屬

接見服務區。為防範未然，本院於合作社窗口新增鋁製窗

戶加強，設置後才能無後顧之憂，有效防杜學生滋生脫逃

念頭。 
 



 

七、活動成果（剪影）： 
 

 

 

   

窗口外側改善前（容易破壞入侵）  窗口內側改善後（壓克力板加固） 

   

   

   

合作社壓克力窗戶加固  窗口外側改善後（壓克力板加固）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 1 0 4 年度志工組訓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20日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遵照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延聘教誨志工要點第八條第一項          

辦理志工研習，提供教誨志工充實知能與交流、觀摩之機          

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請示院長本次自行辦理志工組訓之規模，確定授課講座及

內容，擬定計畫上簽呈，奉核後隨即著手辦理。 

（二）通知本院教誨志工及社會志工團體聯絡人上課時間，並惠

請回覆參加人數以利統籌規畫。 

五、資源運用： 

（一）由訓導科自行分配工作內容及布置會場。 

（二）惠請總務科庶務協助訂購餐盒，於會後發放給參訓志工。 

六、活動內容： 

首先由院長代表院方向參加的志工朋友們致意，感謝志工們多

年來對本院的付出，隨後介紹本次講座陳怡成律師，其從事律

師工作多年，經歷豐富，並為我國推動「修復式司法」之專業

教師，希藉由其專業的知識與經驗，來為志工講授「修復式正

義與善意溝通」。講座內容先以溝通為大方向主題，簡短介紹

溝通的方式及種類，並提到現代人習慣以自我為出發點，而忽

略了傾聽的真實意義。另從法律觀點解釋溝通容易於法庭上出

現的誤解與法庭其利用溝通的方式。演講內容生動有趣，志工

們意猶未盡，獲益良多，並期待下次的組訓活動。本次活動計

有 45名志工參與。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頒發感謝狀給陳律師  志工入座 

   

 

 

 
   

院長致詞  上課情況 

   

 

 

 
   

上課情況  上課情況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度第 2梯美容班術科技能檢定活

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7日 上午 8時至 13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美容教室  

三、宗旨： 

為探索學生職涯興趣，培養正確的就業觀念與態度，依其性

向、興趣安排職場成立女技訓美容班，讓同學習得全身保養、

異常皮膚處理，化妝設計及相關知識，並傳授皮膚構造臉部保

養，行銷藝術等專業知識能依照服務對象之要求，運用適當美

容相關儀器完成保養化妝之技能，使其程度達到丙級技術士之

技能標準，學習就業技能後以便出院從事美容工作或返回學校

繼續學習、進修。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2 月份擬定美容班訓練課程計畫書一案，專業學科

80小時、專業術科 640小時，合計總授課 720小時。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術科測試學員為美容班 22 名，於 104 年

10月 7日上午 8時至 12時 20分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美容教室之設備及材料完成

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本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資料、用品及拍照工作與

遴聘 7名監評、3名衛生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女技訓美容班共 22 名參加，丙級美容專案技能術科測

試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美容職類丙級術科測試依化妝技能、護膚技能、衛生技能

三項考題技能實際操作，同學測試時雖心情緊張，但均能

用心且竭盡心力實際操作展現技能，全體順利考取證照。

學生滿懷感謝，深覺獲益良多。 
 



 

七、活動成果（剪影）： 

 

 

 

   

化妝技能考前抽題  衛生技能考前抽題 

   

 

 

 
   

化妝品安全衛生之辨識測驗  專業護膚技能操作 

   

 

 

 

   

專業化妝技能實作  消毒液和消毒方法之變識及操作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度第 2梯室內配線班術科技能檢

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6日 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50分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室內配線教室 

三、宗旨： 

學生可塑性高，為能因勢利導，培養刻苦、勤奮、熱誠之服務

精神。在室內配線班教師熱心指導下，讓室內配線班學生習得

一技之長，培養其能依配線圖計算材料，從事各類房舍及工廠

低壓室內配線裝置及維護工作，使其程度達到丙級技術士之技

能標準，讓其藉以謀生、自立更生，增添改過向善之機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2月份擬定室內配線班訓練課程計畫書一案，專業學

科 80小時、專業術科 640小時，合計總授課 720小時。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術科測試學員為室內配線班 19 名，於

104年 10月 6日上午 8時至 12時 20分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室內配線教室之設備及材料

完成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本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資料、用品及拍照工作與

遴聘 3名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 A 班室內配線班共 19 名參加，丙級室內配線專

案技能術科測試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室內配線職類丙級術科測試依單線圖、控制電路圖及器具

位置圖所示，並依據現場所繪之器具及管線基準線完成配

管配線。學生依所學熟練的實際操作，且於 3 小時測試時

間內完成，通過測試後，心情喜悅，導師期許學生選擇未

來適合的就業訓練資訊，以建立個人專業技能，期能投入

相關就業市場，減少學生再犯的比率。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評委員協調會議  室內配線導師考前勉勵 

   

 

 

 
   

室內配線實際操作  室內配線實際操作完畢後崗位整理 

   

 

 

 

   

監評委員依各崗位評分  監評長對室內配線考生讚勉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當愛在蔓延時」衛生教育講座活動實

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13日 下午 14分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目前台灣愛滋病感染年齡層有年輕化趨勢，感染途徑則來自於

毒藥癮與不安全性行為，不安全性行為除了有感染愛滋病的風

險外，許多性行為或血液的傳染病也有感染機會。為提升青少

年對安全性行為及自我身體自主權的重視，本院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愛滋病個管師-李妮軒老師蒞院演講

「當愛在蔓延時」衛生教育講座，強化收容學生對愛滋病、性

病正確認知，避免感染及遠離。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度收容學生衛生教育活動，衛生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

准辦理。 

（二）本院收容學生年齡為 21 歲以下之青少年，且因愛滋病感染

有年輕化趨勢，為提升學生對安全性行為及自我身體自主

權的重視，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本科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愛滋病個管師蒞

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衛教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及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所需講師費用由彰化縣衛生局全額贊助。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個管師介紹愛滋病相關知識，如：HIV 與 AIDS

的不同、愛滋病的傳染方式、哪些人是高危險群、空窗期

與潛伏期、擔心感染如何做篩檢、治療方式、日常生活如

何與愛滋病患者共處。 

（二）活動第二部份，個管師利用許多感染者發病照片，介紹愛

滋病發病後情況，並延伸至性傳染病的多樣化與相關疾病

介紹與治療，如：淋病、菜花、滴蟲、梅毒…等。 

（三）活動最後，個管師利用網路名人蔡阿嘎所拍攝之衛教短片  

      教導學生安全性行為的正確自我防護措施，並重申身體自  

      主權之重要性。 
 



 

七、活動成果（剪影）： 

 

 

 

   

愛滋病介紹  日常生活如何與愛滋病患者共處 

   

   

   

哪些人是高危險群  性傳染病介紹 

   
   

  

   

相關疾病介紹-菜花  網路名人蔡阿嘎-衛教短片 



捌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規 劃 並 購 置 休 閒 桌 椅 實 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止 

二、地點：行政大樓二樓陽台及中央門外側休息區 

三、宗旨： 

提供本院同仁理想之戶外休憩及來賓等候空間。 

四、籌備規劃經過： 

院長指示改善戶外環境，總務科負責規劃。 

五、資源運用： 

（一）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為使本院同仁及來訪來賓有一理想之戶外休憩及等候空間，適

當舒緩同仁壓力，本案奉院長指示：由總務科規劃，整理行政

大樓二樓陽台葡萄藤蔓下方，及中央門外側休息區，購置戶外

型休閒葡萄圓桌椅二組，並利用自庫房資源回收堪用之廢置鐵

製桌子，重新修復後加以活化使用，並另購戶外型鐵製休閒椅

子四張，作為本院人員及來賓休憩使用。 
 



 

七、活動成果（剪影）： 

 

 

 
   

行政大樓二樓原木質桌使用多年早已損壞  中央門外側空間為同仁及來賓等候區 

   

 

 

 

   

奉院長指示予以重新規劃(一)  奉院長指示予以重新規劃(二) 

   

 

 

 

   

行政大樓二樓購置休閒葡萄圓桌椅二組  中央門外側空間購置休閒椅 4張 



玖、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 10月份文康活動『趣味競賽-歡

樂九宮格』比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26、27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男生班於大操場；女生班於女生籃球場。 

三、宗旨： 

   （一）提倡運動風氣、充實學生團體康樂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二）培養規律運動習慣，促進學生運動生活化。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經長官指導計畫可行性，俟經評估後擬定計畫陳核後奉准

辦理，並公告週知。 

（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依本院收容屬性及戒護人力，訂定比

賽規則及比賽方式。 

（三）本競賽以班级為單位，共計十三個班级組隊參賽，每班指

派 20 人參加，分為男生組及女生組，依序進行比賽，男生

組取成績前二名者，女生組取第一名。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活動獎品，所需經費獎品金額貳仟

貳佰元(2200)，由台南市觀護協會捐贈款項下支付。 

（二）使用台南市觀護協會捐贈款項購入比賽道具 2 組（外加投

擲用球 30顆）。 

六、活動內容： 

（一）10 月 26 日下午首先登場的是女生班，競賽現場顯現個個摩

拳擦掌，蓄勢待發，莫小看女生個頭嬌小、氣力不大，持

球後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奮力一擲，最後由女國中班獲得第

一名。 

（二）第二天登場之男生班亦不甘示弱，持球後迫不及待地擲

出，但時因未精確瞄準而誤擲出高飛球或滾地球，造成意

外「笑」果，趣味十足。比賽結果由技職 A 班獲得第一

名、技訓 B 班第二名。得獎班級均由長官於集合時頒發獎

品公開獎勵。 
 



 

七、活動成果（剪影）： 

 

 

 

   

女生班比賽情況（一）  女生班比賽情況（二） 

   

 

 

 
   

女生班比賽情況（三）  男生班比賽情況（一） 

   

 

 

 
   

男生班比賽情況（二）  男生班比賽情況（三） 



拾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耐 震 能 力 補 強 實 錄 

一、時間：104年 6月 27日至 10月 30日止 

二、地點：本院立德樓 

三、宗旨： 

依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勤字第 10405001910號函辦理。 

四、籌備規劃經過： 

本院於 102 年完成院內 11 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評及詳評工作，

計有 7 棟建築物(立德樓、崇德樓、正德樓(東西棟)、明德樓、

技訓大樓及淑德樓)需要補強。 

五、資源運用： 

矯正業務(立德樓耐震補強專款) 

六、活動內容： 

立德樓為本院收容人數最多且多數行政辦公室亦位於此棟大

樓，實為本院來賓參訪或舉辦活動之重點建築物，除耐震能力

堪慮外，內部多間辦公室、教室、備勤室皆有白華及漏水現

象，導致無法妥善運用這些空間，外觀兩側磁磚亦因年代久遠

多處剝落參差不齊，有礙美觀。104 年獲得立德樓耐震能力補強

經費計 1,721 萬元，主要針對立德樓施作損壞修復工程、補強

工程、教學環境復原及復原工程等項目，預定於 10 月 30 日完

工。 
 



 

七、活動成果（剪影）： 

 

 

 
   

阻尼器安裝  制震壁安裝 

   

 

 

 
   

工程督導  工程協調會 

   

 

 

 
   

外牆防水施做  外牆抿石子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