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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員工「環境教育研習-臺灣大學山

地實驗林梅峰農場」課程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 年 4 月 8 日及 4 月 15 日分二梯次於上午 9 時至下午 

         17時 30分 

二、地點：南投縣仁愛鄉臺灣大學山地實驗林梅峰農場 

三、宗旨： 

為使同仁了解並提升生態體驗營，對臺灣山地之資源保育與合理

利用進行推廣教育，期望對台灣高山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給予正

確的觀念，藉以改善環境問題，維護高山環境資源，達到臺灣高

山資源永續利用與發展共享之目的。。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年 3月 4日由人事室擬訂實施計畫簽奉陳核後辦理。 

（二）本次環境教育活動參與對象係同仁暨替代役役男，共計 51

人參加。 

五、資源運用： 

臺大山地農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居臺灣之中心位置，佔地千 

餘公頃，海拔自九百至兩千七百公尺，涵蓋亞熱帶、溫帶及亞寒

帶氣候型，區內植相複雜多變，包括原始林、次生林、草原灌叢

等，自然資源豐富。『梅峰』位處中橫公路霧社支線（臺 14 

甲）14.5 公里處，海拔兩千一百公尺，屬溫帶型氣候，四季鮮

明，各具特色，清爽宜人，景致天成。 

六、活動內容：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位處南投縣仁愛鄉海拔 2100 公尺山區，擁有 

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從民國 87 年開辦自然生態體驗營至今

已 16 年，並於民國 101 年即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本次研習即以梅峰舉辦多年之「森林 GOGO 兩天一夜」為架

構，充分展現自然與人文資源的特色與規劃理念，運用梅峰農場

的「環境教育設施、課程規劃」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經驗」，提供本院同仁對環境教育有更深入的交流機會。     
 



 

七、活動成果（剪影）： 

 

 

 
 

 

 

 

 

 

   

第一梯次環境教育研習  農場導覽解說 

   

 

 

 
   

第一梯次環境教育研習           第二梯次環境教育研習 

   

 

 

 
   

農場導覽解說  農場導覽解說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第三代獄政系統推廣上線啟動會議活動

實錄 

一、時間：105年 4月 26日 

二、地點：本院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三、宗旨： 

為利第 3 代獄政系統(以下簡稱新系統)之推廣建置及新系統之平

行作業正式運作。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本會議依 105 年 4 月 19 日法資處字第 10511504440 號函辦

理。 

（二）由本院彙集各科試用新系統所發生之問題。 

五、資源運用： 

總務科協助場地佈置與餐點採買。 

六、活動內容： 

（一）首先由法務部資訊處設計師陳永錚做新系統推廣建置簡報，

簡報內容包含新系統建置的緣由、時程、各機關單位應配

合事宜及目前系統所遇問題處理。 

（二）針對本院新系統試用後所發現之問題提出討論，並研商處理

方式。 

（三）針對本院試用新系統提出相關新增需求功能，並提請上級機

關帶回研議是否新增或修正相關功能。 

（四）就新系統目前各推廣機關所提問題及其處理方式由法務部資

訊處提出說明。 



七、活動成果（剪影）： 

 

 

 
   

主持人院長致詞  法務部資訊處高級分析師林美綉致詞 

   

 

 

 
   

法務部矯正署邱科長與會(右)  法務部資訊處及維護廠商代表 

   

 

 

 
   

本院與會人員  會議情形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珍愛自己~女孩必修課 I~青少女性教

育」衛教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4月 12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學生餐廳 

三、宗旨： 

據統計台灣青少女未婚懷孕比例居亞洲之冠，而本院收容的青少

女高達 5 成比例有性行為、懷孕、生產或墮胎經驗。為使本院女

學生獲得正確性教育並保護與愛惜自己。本院於 105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4:30 至 15:30 辦理「珍愛自己~女孩必修課 I~青少女性

教育」衛生教育活動，邀請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婦產科醫師-田

怡文主任蒞院演講。本次活動，參與活動師生共計 134人。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為提升本院女性收容學生，正確衛生保健及自我照護觀念，

奉院長指示辦理一系列女性衛生常識教育課程。 

（二）本院洽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邀請專業講師蒞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影音器材及講師費。 

（二）此次活動講師部分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協助安排。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醫師講解女性青春期的生理變化、身體構造及月

經週期。 

（二）活動第二部份，醫師介紹青少女常見之困擾:月經引起的不

適(痛經、經前症候群)、月經不正常及異常出血、青春痘、

避孕需求。 

（三）活動最後，醫師利用問答方式澄清許多網路上流傳的避孕偏

方並不可行，加深學生正確防護措施觀念。醫師強調:有些

事我們可以不做!但我們不能不懂!懂得保護自己也要懂得愛

惜自己。 
 



 

七、活動成果（剪影）： 

 

 

 
   

講解青春期的生理變化  認識自己~身體構造 

   

 

 

 
   

認識自己~月經週期  青少年懷孕面臨的問題 

   

 

 

 
   

避孕迷思有哪些  何謂雙重防護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雲門舞集』校園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4月 21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導入學生正向價值觀，並培養積極、正確之生活態度。 

（二）誘發學生的興趣，導入正向學習機制，並借此培養積極、正

確之學習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請示長官本計畫之可行性，經評估後擬定計畫陳核後奉准辦

理，並公告周知。 

（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依本院收容屬性及戒護人力，分配工 

作。 

五、資源運用： 

無。 

六、活動內容： 

（一）講座開幕時吳講師先以西塔琴，演出傳統樂曲讓在場的學 

      生大開眼界，原來音樂也能這麼獨特的方式呈現。 

（二）接著吳講師與學生們分享，過往的自己也是不愛念書的孩 

      子跟大家很像，但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物種的人，都有自己 

      的強項不要受到升學主義思為影響而放棄自己，成長的這 

      條路上一但發現喜歡一件事情，可以和世界有所連結，就 

      全心投入去做，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三）最後用照片播放吳講師遊印度的經歷，藉此告訴學生，人 

      生總是要踏出那一步，而不是留在原地，閉幕前吳講師 

      開放現場討論提問與贈書的小遊戲，活動就在熱烈提問討 

      論下結束了。 
 



 
七、活動成果（剪影）： 

 

 

 
   

西塔琴現場演奏  雲門舞集講座 

   

 

 

 
   

過往經歷講解   印度旅遊經歷 

   

 

 

 
   

開放討論與提問  贈與學生書籍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4月 26日 

二、地點：本院會議室。 

三、宗旨： 

（一）導入正價值觀，並培養積極、正確之人生態度。 

（二）誘發學生的興趣，導入正向學習機制，並借此培養積極、正

確之生活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請示長官本計畫之可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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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比賽規則及比賽

方式。 

（三）本次競賽方式以個人為單位每班派出五位學生，共計六十 

         五件作品參賽。 

五、資源運用： 

本活動感謝卡由彰化縣兒童及少年關懷協會、彰化地方法院捐       

贈。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於 105 年 4 月 26 日舉辦『母親卡內容寫作比賽』文康

活動，本次比賽區分國中組及高中組 2 類組，採以各班先進

行母親卡內文寫作初賽，取前 5名參加決賽方式舉行。 

（二）本次寫作比賽由本院秘書、訓導科長、總務科長及文興高 

中張孟云老師共同擔任評審。首先評審國中學生作品，據 

評審張孟云老師表示未曾看過學生寫作內容情感表達如此 

深刻，相信參賽的學生相當用心想表達心中那股感謝之 

意。 

（三）接著高中部作品進行評審，觀看在場評審對作品肯定的表 

情就可得知高中部學生在卡片內容的寫作及整體外觀上做 

足功夫，評審的結果將在母親節懇親會上公開發表，讓學 

生與家人一同分享學生的感恩與得獎的喜悅。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評審情況（一）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評審情況（二）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作品（一）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作品（二）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作品（三）  母親卡內文寫作比賽作品（四）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 1 0 5 年度母親節電話懇親』 

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4月 29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依法務部 82 年 6 月 21 日法 82 監字第 12615 號函辦理，希藉由 

電話懇親活動的辦理，增進親子交流、凝聚親情，展示平日學習

成果，並促進親師之間相互溝通，以達教誨教育之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電話懇親時程、實施計畫、實施流程，參與

學生資格等相關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該班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   

         若有異動，立即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 

         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 

（一）由中華電信公司彰化營運處提供 27具免費電話話機，供本   

         院學生免費使用。 

（二）政風室配合活動期間，實施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六、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預計 3 小時，首先為女生班進行電話懇親，在母親節 

前夕感恩與思念之聲此起彼落，場面相當溫馨。隨後的男生 

班，雖然場面較為安靜，但仍能聽見對於母親的感謝的言語、 

看見思念的淚水，紅潤了少年的眼眶，彷彿訴說著對母親的思 

念。本次的電話懇親活動在感人的氣氛下圓滿結束，學生們 

依依不捨的掛上了電話，期待下次的懇親團聚能讓家人看見不 

一樣的自己。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母親節電話懇親  女生班母親節電話懇親（一） 

   

 

 

 
   

女生班母親節電話懇親（二）  女生班母親節電話懇親（三） 

   

 

 

 
   

男生班母親節電話懇親（一）  男生班母親節電話懇親（二） 



柒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維 護 戒 護 安 全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4月 6日至 12日 

二、地點：本院車檢站 

三、宗旨： 

為維護本院戒護安全，應加強硬體環境設施，有效區隔學生活動

範圍，防杜學生攀爬滋事。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鑑於其他矯正機關發生學生脫逃事件，重新審視本院戒護設

施，是否有必要加強之地方，預防學生脫逃事件之發生。 

（二）為防杜類似事件發生，本院應加強安全設施，嚴密區隔學生

活動範圍，讓學生打消脫逃念頭，維持囚情穩定。 

五、資源運用： 

（一）本院內營繕於品德班送菜口鎖上螺絲釘限制開啟範圍，學 

生無法通過為原則。 

（二）利用本院蛇腹型剌絲網備品，減少經費支出。 

六、活動內容： 

（一）車檢站第二道門加設剌絲網： 

鑒於本院為少年單位，在環境觀瞻上須考量社會觀感。所

以，剌絲網施作的方式係以原有隔離網上以直線附著於表

面，並只設置車檢站第二道門之上方。 

（二）品德班窗戶加設不銹網防盜窗： 

      為防止學生攀爬品德班窗戶，本院加裝不銹鋼防盜窗。 

（三）品德班至新生班通道門加設不銹網防盜欄杆：  

      為防止學生趁隙脫離戒護視線，本院崇德樓正前方走道處，

國中班、新生班通往正德班之通道門上方，加設不銹鋼防盜

欄杆。 

（四）國中班籃球場圍籬加設剌絲網： 

      為避免學生攀爬圍籬滋事，本院國中班籃球場圍籬上方加設

剌絲網，有效區隔學生，限制班級活動範圍，預防群體鬥毆

事件發生。 
 



 

七、活動成果（剪影）： 

 

 

： 

 

 

 
   

第二道車檢站加設剌絲網  第二道車檢站施工完成 

   

 

 

 
   

品德班窗戶施工前  品德班窗戶加設不銹鋼防盜窗 

   

 

 

 
   

通道管制門加設不銹鋼欄杆  國中班籃球場圍籬加設剌絲網 



捌、彰化少年輔育院炊場新購饅頭壓麵團機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4月 7日  

二、地點：炊場 

三、宗旨： 

本院炊場原有之饅頭壓麵團機器，因機型老舊，機台從去年開始

經常故障，時好時壞難以維持正常操作，雖經承辦人多方尋覓機

械廠協助，但因零件已停產，無法提供維修，此機器於今年一月

停止運作。之後於膳食會議時，學生反應懷念炊場所製作的手工

饅頭，經院長指示，照顧學生飲食，應立即處理。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總務科伙食承辦提出需求、並由訓導科炊場斟酌人力配置與收

容學生數量實際狀況，由總務科庶務尋找合適機器。 

五、資源運用： 

由機關合作社捐贈款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青少年正值青春發育期，是一個人從小孩成長為大人的過渡

時期，也是人的一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因此對營養

的需求更加迫切。本院大多是十二至十八歲左右正在發育的

青少年，倘能照顧其食物營養，並施以適當之體能訓練，則

營養良窳與適當運動否，相關研究報告顯示，身高相差約有

二十八至三十公分，體重則可相差二十至三十二公斤左右，

本院特別重視收容少年三餐飲食營養。 

（二）奉院長指示，伙食管理除了注重安全衛生以外，為使學生提

升專注和學習力，應特別著重提供學生營養且可口之早餐，

本院早餐所提供的豆漿饅頭，係由純原物料黃豆及麵粉，經

過機器單純研磨、攪拌與手工所製作而成，與外面商人提供

的商品比較，製作過程中沒有添加任何化學添加物，使用天

然食材製作之豆漿配饅頭是最佳食品之一。 

（三）根據國外許多研究顯示，只要改變一餐，讓孩童們吃全穀

類、蔬菜、水果等食物，避開含糖、香精、防腐劑的食物，

結果反抗、過動和自殺等有問題的行為，減少 44%到 75%之

多。 
 



 

七、活動成果（剪影）： 

 

 

 
   

設備驗收  安裝設置 

   

 

 

 
   

實際運轉  人員操作 

   

 

 

 
   

分割饅頭  擺置發酵 



玖、彰化少年輔育院「預防蟲蟲危機-皮膚大篩檢」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4月 19日 上午 9時 30分至 11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衛生科 

三、宗旨： 

本院為人口密集機構，收容來自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為有效

預防機構內感染，強化全院師生衛生保健觀念及疥瘡照護相關注

意事項，本院於 105 年 4 月 19 日邀請彰濱秀傳醫院皮膚科黃星

瑋醫師蒞院辦理「預防蟲蟲危機-皮膚大篩檢」活動，強化收容

學生對傳染性疾病正確認知，避免感染及預防散播，降低群聚感

染機率。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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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收容來自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如有傳染病發生易出

現群聚情形，為避免學生感染及預防散播，降低群聚感染機

率，故辦理此篩檢活動。 

（三）衛生科邀請彰濱秀傳醫院皮膚科黃星瑋醫師蒞院協助皮膚篩

檢。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篩檢活動，本院提供場地、篩檢所需相關耗材及醫師費

用。 

（二）此次篩檢活動醫師由彰濱秀傳醫院協助支援。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醫師簡介疥瘡相關疾病資訊及治療與預防方式。 

（二）篩檢開始，各班學生依序排隊進入衛生科，進入圍廉、脫除

衣物，由醫師視診學生雙手、腋下、肚臍周圍、生殖器皮膚

及皺摺處，檢視完畢後，穿上衣物離去。 

（三）篩檢後將疑似患者隔離治療並予藥物塗抹，避免散佈。 

（四）本次篩檢活動，本院學生無檢出疥瘡感染者。 
 



 

七、活動成果（剪影）： 

 

 

 
   

疥瘡簡介  皮膚篩檢 – 手部 

   
 

 

 

 
   

皮膚篩檢 – 腋下  皮膚篩檢 – 生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