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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衛生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學生配鏡活動」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7日 

二、地點：衛生科 

三、宗旨： 

      多數學生在外玩樂未重視自身近視問題，入院後因本院實

施 12 年國教，每天均按規定安排課堂授課，部分學生因近視問

題導致無法清晰看清楚授課內容而影響學習成效或原配戴眼鏡

度數不合，藉此驗光配鏡活動，個別精準量測學生視力度數及散

光等，以改善視力模糊之問題，進而提升生活品質及學習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統計配鏡需求人數。 

（二）查詢配鏡需求學生之保管金。 

 

五、資源運用： 

（一）邀請大方眼鏡行蒞院協助視力檢查及配鏡。 

（二）利用衛生科空間進行驗光、配鏡活動。 

 

六、活動內容： 

（一）報名配鏡、查詢保管金。 

（二）進行選鏡框、驗光及配鏡。 

 (三) 完成後再次個別試戴鬆緊度及清晰度。 

 
 

  



 

 

七、活動成果（剪影）： 

 

 

 
   

挑選鏡框  挑選鏡框 

   

 

 

 
   

機器量測度數  人工再次確認合適度數 

   

 

 

 
   

人工再次確認合適度數  人工再次確認合適度數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諮商輔導室改造」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1日 -30日 

二、地點：諮商輔導室 

三、宗旨： 

      鑒於各地方法院派員諮商輔導所屬學生，志工、觀護人探

訪關心及性侵害犯罪輔導…等，諮商輔導室使用頻率增加，致輔

導室不敷需求，且原開放式隔間易造成彼此干擾。乃於今年底規

劃變更輔導室格局，將原本三間增加為五間，包含一間團體輔導

室及四間個別輔導治療室，室內空間明亮，所鑲強化玻璃無法外

看，但走道可清晰觀察室內動靜，便利戒護人員活動戒護，又不

干擾與中斷諮商室內輔導之進行。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衛生科規劃輔導室空間及設置並與訓導科協商。 

（二）總務科協助尋找合適廠商及議價。 

五、資源運用： 

（一）原輔導室內桌子、椅子均續再利用。 

（二）利用中正堂桌子、椅子擺放團體輔導室。 

六、活動內容： 

（一）拆除原本隔間板模。 

（二）原三間個別輔導室使用空間變更為一間團體、四間個別輔導

室。 

 (三) 重新整理照明、電風扇、冷氣機、網路等線路及牆面修補、

油漆。 

（四）採用強化玻璃，並貼用反光玻璃紙，讓輔導室內無法外看，

走道可清晰觀察室內動靜。 

 

 

 

 



 

 

七、活動成果（剪影）： 

 

 

    

開放式易受人員走動干擾  板模拆除，原始空間樣狀 

   

 

 

 
   

個別輔導室-整修後空間明亮  團體輔導室 

   

 

 

 
   

輔導室內不受走道人員干擾  走道可清晰戒護輔導室內動靜 



貳、教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第三代獄政統啟用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12日(星期一) 

二、地點：各科室辦公室 

三、宗旨： 

（一）本院第二代獄政系統(以下簡稱舊系統)自 92年起使用迄今，

因舊系統已不符功能需求，且為強化系統之完整性、安全性

及操作便利性，故由法務部委外開發第三代獄政系統(以下

簡稱新系統)。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法務部於 105 年 4 月 26 日至本院召開新系統啟動會議，正

式導入新系統，並進行新系統測試。 

（二）為測試新系統之運作是否符合業務需求及測試系統之可用

性，故自 104年 11月起至 105年 12月 9日止進行新舊系統

平行登打測試，平行登打期間共計發現 234件系統問題，而

所提之問題均已獲解決並驗證無誤。 

五、資源運用： 

（一）同仁業務電腦。 

六、活動內容： 

（一）新獄政系統啟用當日(12月 12日)，由法務部長林高級分析

師率承商至本院駐點輔導上線，以掌握新系統運作狀況，協

助本院順利啟用新系統。 

（二）因本院於平行登打期間的努力測試，致使本院為全國第一個

正式啟用新系統的少年矯正單位。 
  



 

  

七、活動成果（剪影）： 

 

 

 

   

接見室使用新系統辦理接見  名籍使用新系統辦理收容人入出院 

   

 

 

 

   

衛生科使用新系統管理收容人看診紀錄  
教化人員使用新系統辦理收容人教化調查

業務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 年 12 月份學籍轉銜及復學會議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27日(星期二) 下午 14時 30分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立德樓一樓團體輔導室 

三、宗旨： 

（一）、 依「兒童及少年受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學籍轉銜及復學
辦法」（附件一)第五條：兒童及少年於受安置輔導或感化教

育期滿一個月前或經提報免除、停止執行感化教育當月，安

置輔導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應邀集擬轉銜及復學學校主管機
關代表、學校校長、兒童及少年家長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員，

召開轉銜及復學輔導會議，訂定離開機構後之轉銜及復學教

育計畫。 
（二）、 透過學校、家長、保護官、本院師長及學生面對面溝通，

使學生在出院後及早適應新學習環境，銜接課業。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訓導科調查員於累進處遇會議後提供有升學意願學生名單。 

（二） 與學生及家長聯繫確認該生計畫轉銜就讀之學校及科系。 

（三） 與學校做初步溝通聯繫，並邀與會。 
（四） 發開會通知邀請相關單位與會。 

五、資源運用： 

會議由院長主持，邀請訓導科長、高中職分校註冊組長列席，
場地佈置及拍照工作由本科負責。 

六、活動內容： 

（一） 院長介紹與會來賓及致詞 
（二） 教務科業務報告 

（三） 會議討論 

1、 請與會來賓針對本次學籍轉銜教育計畫提出寶貴意見。 

2、 分組討論。 

3、 決議事項： 

 

 
擬轉銜學校 同意轉入學生人數 

新竹市私立東泰高級中學進修部 1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1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致詞  介紹與會來賓 

   

  

 
   

保護官與學校、家長討論  國教署與學校溝通協調 

   

 

 

 
   

轉銜學校師長與家長、學生討論  保護官與學生會談 

 

 

參、總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檔案室整修活動實錄 

一、 時間：105年 11月 16日至 12月 15日止 

二、 地點：院區 

三、 宗旨：為符合檔案管理規範 

四、 籌備規劃經過： 

矯正業務費用：448,000元整 

五、 資源運用：自辦採購案 

六、 活動內容：本案增設防火安全門、附件區、指紋防盜鎖、消防 

  灑水系統及隔間檔案庫房與作業獨立專室。 
 

  



 
  

七、活動成果（剪影）：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前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前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中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中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後  檔案室整修工程施工後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 年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採購案活動實錄 

一、 時間：105年 11月 23日至 12月 27日止 

二、 地點：院區炊場 

三、 宗旨：彌補炊事人力不足無法作業之情況 

四、 籌備規劃經過： 

本案預算金額：336 萬 6,000 元整，加後續擴充 1 年合計採購金

額：673 萬 2,000 元整，由矯正業務-業務費支應。資源運用：自

辦採購案。 

五、 活動內容： 

(一). 因應本院附設分監受刑人從事炊場炊事即將於 105 年底結

束作業，相關業務擬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勞務委外。 

(二). 本案係委託廠商辦理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採購金額為

673 萬 2,000 元，屬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炊場炊事勞

務委外作業，擬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9 款採限制性招標，經公開客觀評選優勝廠商，並依優勝序

位進行議價方式辦理。 

(三). 評審結果由良品團膳有限公司評定為最符合需要廠商，且經

授權人核定後辦理後續議價。 

(四). 原報價為新台幣：335萬 4,760元整，第 1次議價願提供：

如遇廚房設備故障，本公司義務提供中央廚房免費代工每年 5

天，如全由本公司提供全部菜色及食材，則以每天 110 元計費

(早 30、午 40、晚 40)，主持人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宣布本案以新台幣：335 萬 4,760 元整決標，履

約期限自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為期一年)。 

 
 

  



  

  

七、活動成果（剪影）：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開標階段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資格審查階段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評選階段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決標階段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交接階段  炊場炊事勞務委外作業-履約階段 



肆、訓導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 12月「生命教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12月 6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聆聽生命教育講座，促使學生自我反思，引導學生認識

自己、瞭解自己，進而導正對生命的價值觀、增加自信心。 
（二）促使同仁更加瞭解本院學生身心、家庭等狀況，有助管教成

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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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建立學生正確的人生價值觀，進一步瞭解志工的無私、

大愛精神，本院於 105年 12月 6日再度邀請彰化縣議會張

雪如議員，蒞院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快樂志工就是我』，本
次活動由女生班共計 4班 128位學生參加。。 

（二）首先，分別由本院薩克斯風及口琴班學生上台表演悠揚樂

曲，為活動開啟序幕，接著由杜院長聰典介紹本次活動動
機和意義，期盼學生透過本次的講座，看見更高境界的生

命價值及學習張議員無私奉獻的精神。 

（三）活動開始，張議員分享過往曾協助的弱勢及案例，並有感
而發提及與受助者的關係，張議員表示其實”不是我在幫

助他們，而是他們在用生命教我”，隨後引導學生認識自

己、瞭解自己，進而導正其對生命的價值觀、增加自信
心，透過虛心學習，力求改變，才能扭轉人生。 

（四）張議員更透過與台下學生互動及參與的機會，讓學生感受人

性的温暖，相信只要改變自己不貳過，必定可以再度獲得家
人、社會的接納及認同。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教育講座-院長致詞  生命教育講座-志工經驗分享 

   

 

 

 

   

生命教育講座-團康(認識自己)  生命教育講座-學生熱烈的回應 

   

 

 

 

   

生命教育講座-案例分享  生命教育講座-致贈感謝狀 



彰化少年輔育院職能競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12月 7、8日上午 09:30分至 11:30分。 

二、地點：國中部籃球場。 

三、宗旨：為強化矯正人員執勤技能與危機處理能力，期藉由競賽活

動達精進戰技與情感交流之目的。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依矯正署 105 年 8 月 15 日法矯署安字第 10504006430 號函

辦理。 

（二）為鼓勵同仁平時精進體職能訓練，在院長的指導下以計時賽

取前三名進行競爭，競賽內容包括「鎮暴技能競賽」及「防

火技能競賽」兩項成績加總。 

（三）考量年長者及女生班體力不如年輕男職員，為使全員極積參

與並增加活動趣味性，將”運氣”的變數也加在活動項目裡，

參賽者闖關必須拿著備妥之拖鞋擲筊為一正一反（聖杯），

才可進行下一關。 

五、資源運用：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4 年 9 月 22 日總處給字第

1040047345號函示：各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得於預算範

圍內規劃以禮品、禮券或現金等形式發給。 

（二）本競賽考量勤務配置，規劃為甲乙股分別進行。各股第一名

發給全聯禮券 1,000元，第二名 500元及第三名 300元。 

六、活動內容： 

（一）鎮暴技能計時賽：參賽者迅速穿著鎮暴裝後，跑 300公尺至

關口拿拖鞋擲筊，顯示聖杯後才能拿取警棍及盾牌跑回終

點。 

（二）消防技能計時賽：參賽者迅速穿著消防衣後，跑 200公尺至

關口拿拖鞋擲筊，顯示聖杯後進行拋水帶動作，俟消防水帶

順暢筆直後立即跑回終點。 

（三）本競賽活動效益：除了讓同仁熟稔裝備穿著及設備器材的操

作，以及平常要保持體能及精神最佳狀態。過程中有體能佳

但欠缺運氣，有人 1次就聖杯，也有人擲第 8次才過關（現

場旁觀者皆哈哈大笑）。在職場經驗，除了聰明才智也要有

好的福報，時常與人為善及樂於幫助別人，自然天助人助。 



七、活動成果（剪影）： 

 

  

   

競賽剪影一  競賽剪影二 

   

 

 

 

   

競賽影三  競賽剪影四 

   

 

 

 

   

競賽剪影五  競賽剪影六 

  



彰化少年輔育院『彰化縣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活動實
錄 

一、時間： 105年 12月 8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 提供收容學生展現音樂才藝的比賽舞台，並藉由與外界團體
交流，讓收容學生發揮潛能、展現技藝、回饋社會及重拾信
心的契機。 

（二） 藉由參加院外表演活動，展現收容學生學習成果及增強正向
社會觀感，達其輔弼教誨教育、淨化心靈之功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比賽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訓導科統計參與比賽人數統一報名，俾利活動進行。 
 (三) 比賽場地點動線規劃、戒護警力安排及學生名冊製作於比賽

前一週報署核備。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錄影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本院口琴班於本年 12 月 8 日參加彰化縣 105 學年度學生
音樂比賽榮獲高中職團體組第 1名，全院師生聞訊後無不欣
喜雀躍，同感榮耀。 

（二）參加此次比賽的學生共計 20 名，多數學生對於音律渾然不
知，直到入院收容後才開始學習口琴及樂理，學習過程中倍
感艱辛，歷經近 1年的用心學習，終能展現輝煌成果。本院
將於明年 3月份代表彰化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 

（三）本院口琴才藝班成立於 102 年 3 月 20 日，成立初始僅為學
生在陶冶性情及才藝的練習，學生專注的學習除了吹奏程度
提昇之外，更在互動過程中學會了相互包容、互助及團結，
進而累積了對外參加比賽的動力。本院在有限的經費下，經
由永瑞基金會、普仁基金會及興毅基金會的捐贈，陸續添置
了不同類型及音域的口琴，更力邀現擔任寶島口琴樂團團長
陳法澄老師擔任指導，在社會善心支持及學生向上學習的努
力下，終於綻放出令人動容及讚許的優異成果。 

（四）本院現今授課之音樂才藝班，有陶笛、烏克麗麗、薩克斯風
及口琴等，其中薩克斯風樂團還曾參加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
合音樂會演出，未來除了讓學生持續快樂學習外，也將繼續
結合縣市政府各項競賽，讓學生學習音樂的成果，得到社會
高度肯定及認同。 

  



 

 

  

七、活動成果（剪影）： 

 

 

 

   

參加彰化縣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彰化縣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賽前練習 

   

 

 

 

   

院長親臨會場為學生加油打氣  母親鼓勵温暖的懷抱 

   

 

 

 

   

口琴班指導老師賽前提示  
彰化縣 10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比賽現況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 12月「生命教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12月 13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聆聽生命教育講座，促使學生自我反思，引導學生認識

毒品危害，誠實面對自己未來人生，進而導正對生命的價值

觀、增加自信心。 
（二）促使同仁更加瞭解本院學生身心、家庭等狀況，有助管教成

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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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使學生進一步了解毒品的危害，戒除毒品心理依賴，強

化復歸社會信心，本院於 105年 12月 13日與彰化縣教育

局合辦，邀請慈濟志工同時也是 105年反毒真英雄暨 104
年度旭青獎得主高肇良先生，蒞院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從

監獄到總統府-防毒之路我這樣走過』，本次活動由女生班

共計 3班 88位學生參加。 
（二）首先，由訓導科何科長介紹本次活動動機和意義，期盼學

生透過本次的講座，學習講座面對困境堅毅不拔精神及力

爭上游決心。 
（三）活動開始，由慈濟團體以跪羊圖音樂劇宣揚孝道為活動揭開

序幕，接著由高志工暢談人生經歷，自述從國小三年級即染

上吸菸惡習、國中時期吸毒不間斷、高中時期更成群結黨暴
力傷人，35歲以前人生皆於監所機關服刑度過，直至被執法

人員施以手銬腳鐐返家奔父喪時才體會行孝要及時，他同時

勉勵學生：「人生錯一次就好，給自己一個機會翻轉人生，自
助人助，難行亦能行，充實自己，面對未來做好準備。」 

（四）高志工以親身經歷為例，詮釋生命過程的轉變，讓學生感同

身受，相信只要勇於改變自己，必能將人生負債轉化為資產，
同時獲得家人接納及認同。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教育講座-本院何科長致詞  生命教育講座-孝親音樂劇表演 

   

 

 

 

   

生命教育講座- 慈濟志工宣揚孝道  生命教育講座-高志工講述自己生命故事 

   

 

 

 

   

生命教育講座-同學熱烈回饋  生命教育講座-以歌曲祝福學生出院能遷善 



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 105年度 12月籃球比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12月 16日及 12月 20日 

二、地點：本院籃球場 
三、宗旨： 

（一）藉由比賽鍛鍊學生體識能以提升身體健康，並培養學生運動

家精神，達到身心靈成長。 
（二）導入正向學習機制，並培養積極、專注之生活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活動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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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提倡運動風氣、充實學生團體康樂活動、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促進學生運動生活化，本院於 105年 12月 16日舉

辦『挑戰顛峰 3對 3籃球比賽』並於 105年 12月 20日完

成決賽。 
（二）首先，由訓導科何科長介紹本次活動動機和意義，期盼學

生透過本次的講座，學習講座面對困境堅毅不拔精神及力

爭上游決心。 
（三）本次活動分別由男生班 8班推派 16組 48名學生、女生班 4

班推派 8 組 24 名學生參賽，採抽籤配對單淘汰賽制，初賽

每場比賽時間為 5分鐘，男生組前 4名及女生組前 2名進入
決賽，決賽採不計時間，分數最先達到 15 分者為勝方，為

求公平起見本院特別邀請執法公平、公正兼具專業素養的田

中高中體育老師擔任裁判，比賽過程和諧團結，毫無暴戾氣
息，最後由男生班仁班、信班、義班分別獲得冠軍、亞軍及

季軍，女生班則由德班、智班拔得頭籌。 

（四）籃球是本院運動才藝項目之一，除此之外尚有舞蹈、扯鈴、
體適能訓練等，在院內隨時都可以看到學生們在運動場上打

球、跑步、練習體能、鍛鍊體魄的身影，處處充滿青春活力、

朝氣蓬勃的氣息。 
  



 

  

七、活動成果（剪影）： 

 

 

 

   

籃球比賽-田中高中體育老師說明比賽規則  籃球比賽-君子之爭雙方先行鞠躬 

   

 

 

 

   

籃球比賽-分數統計  籃球比賽-男生班比賽實況 

   

 

 

 

   

籃球比賽-女生班比賽實況  籃球比賽-頒獎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 12月「志工組訓」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12月 20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辦理志工組訓活動強化收容學生教化工作，增進志工輔

導智能及技巧。 

（二）促使志工老師更加瞭解本院學生身心狀況特殊及個別化，有
助輔導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人選、時程、內容及實施流程，奉核後
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教化承辦人員調查本院全體志工出席名單並統計參加人

數，俾利活動進行，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為強化收容學生教化工作，增進教誨、社會志工輔導技巧與
智能，本院於 105年 12月 20日上午辦理「105年度志工組

訓活動」，邀請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張瑞宏臨床心理師

蒞所專題演講，藉由本次組訓與研習活動之機會，讓志工老
師們有再次充實本職學能的機會，提昇本院教化服務之品質

及落實輔導成效。 

（二）本次活動共計有 36 名教誨及社會志工參加，本院院長杜聰
典致詞時表示，感謝志工老師們百忙中撥空參與本次組訓活

動，長期以來更是盡心盡力投入襄助本院教化輔導工作，對

矯正機關輔導成效居功厥偉，由於您們的付出，讓收容學生
心理產生正向動力，同時也陪伴他們走過人生低潮。 

（三）組訓課程「淺談物質濫用二三事」，透過深入淺出的解說、

結合時事及圖片分享教授方式，讓參與志工老師們進一步了
解毒品對施用者身心的危害，有助於輔導教化層次提昇，課

程充實豐富且生動，贏得參訓志工熱烈回響及一致贊同。 

 
  



 

 

七、活動成果（剪影）： 

 

 

 

   

志工組訓-院長致詞  
志工組訓-授課主題「淺談物質濫用二三

事」 

   

 

 

 

   

志工組訓-志工仔細聆聽課程  志工組訓-志工上課會場 

   

 

 

 

   

志工組訓-志工業務督導會議  志工組訓-志工與本院雙向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