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4 頁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107 年母親節收容人懇親活動實施計畫 

壹、 宗旨：為因應中華民國 107年母親節即將到來，特舉辦富有親職教育意義之面對

面懇親活動，以增進收容人與家庭間之連結，並藉由親情感召，激發收容

人改悔向上，達行刑矯治之教化目的。 

貳、 依據：法務部 94年 2月 17日法矯決字第 0940900617號函暨矯正署矯正署 104

年 11月 2日法矯署教字第 10403009070號函辦理。 

參、 實施日期、時間：107年 5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1時止。 

肆、 實施地點：本所文康中心。 

伍、 實施對象： 

一、 收容少年：均可報名參加，但「因違規致懇親前一日仍於違規考核階段」，將

取消資格並由輔導科通知家屬。 

二、 成人受戒治人：（下列要件符合其一） 

(一) 已晉社會適應期且近 3個月(107年 2月 11日後)無違規紀錄之受戒治人。 

(二) 參加戒菸計劃已滿 3個月（107年 2月 11日前參加者）。 

三、 附設南屯分監受刑人：（下列要件均須符合） 

（一） 入分監執行滿 6月（106年 11月 11日前入監者）。 

（二） 累進處遇 2級以上（含 107年 5月晉升 2級者）。 

（三） 最近半年（106年 11月 11日後）無違規紀錄，平日表現良好者。 

四、 成績優良表現良好收容人 

（一） 受戒治人、本所附設南屯分監受刑人： 

經單位主管推薦為作業楷模或學習、服務楷模者得參加本次懇親會。 

（二） 推薦人數以教室人數每 20人推薦一人，不足 20人以 20人計（教室人數以

107年 4月 10日當天收封人數為準）；與符合參加者由主管一併提出。 

（三） 各單位服務員及視同作業人員皆得參加。 

五、 符合參加懇親條件收容人，於報名後懇親日前，如有發生法官或檢察官諭令禁

見或因違反所內規定辦理違規處分經所長核准者，將取消資格並由輔導科通知

家屬。 

陸、 家屬參加懇親條件限制： 

一、 家屬參加懇親人數以 2人為限(12歲以下兒童不計，但仍以 2人為限，並須符

合參加條件且事先完成報名)。 

二、 收容少年及受刑人親屬參加資格限「血親三親等內、姻親二親等內」，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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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戒治人親屬參加資格限「直系血親二親等內及配偶」參加，如下表所示。 

四、 申請同居人參加懇親者，收容人應於報名前檢附同居證明向戒護科提出申請報

告，並於報名總表送輔導科初核時，隨附戒護科核准報告備查，無核准報告者，

取消該同居人參加資格。 

五、 具懇親資格收容人如無符合懇親資格親屬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或述明理由向戒

護科提出專案申請上列親等表以外之親屬參加本次懇親，經核准之專案申請報

告應隨附報名總表送輔導科。 

柒、 報名流程：  

一、 由場舍單位主管將符合懇親資格並有意願參加之收容人製作『報名總表』，並

於 107年 4月 11日（三）午間收封前送交輔導科。 

二、 輔導科依場舍『報名總表』人數，將『家屬參加懇親應注意事項』『懇親報名

表』送各場舍單位，『懇親報名表』由符合懇親資格收容人親自填寫，『家屬參

加懇親應注意事項』經單位主管檢查後送戒護科寄出，郵資由收容人自理。 

三、 報名方式： 

「受刑人、收容少年」家屬得參加懇親會資格表 

血 親 

一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父母（養、繼） 

子女（養、繼） 

曾(外)祖父、母 

祖(外)父、母 

兄、弟、姐、妹 

孫(外)子、女 

曾(外)孫子、女 

伯、叔、姑、舅、姨 

姪子（女）、外甥(女) 

姻 親 
 

姻一親等 姻二親等 備註 

配偶(妻） 

同居人（請參備註) 

妻父、母（岳父、母） 

妻前夫子、女 

兄、弟-妻 

姊、妹-夫 

妻-祖(外)父、母 

妻-兄、弟、姊、妹 

妻-前夫孫(外)子、女 

同居人 

1. 少年收容人無同居

人參加資格。 

2. 須持有里長以上證

明文件。 

3. 經戒護科審核核准

者。 

「受戒治人」家屬得參加懇親會資格表 
親 等 別 一  親 等 二  親  等 

直 系 血 親 
父母（養、繼） 

子女（養、繼） 

祖父(外)、母 

孫子(外)、女 

姻 親 

配偶(妻） 

同居人（請參備註)  

備註： 

1. 少年受戒治人無同居人參加資

格。 

2. 須持有里長以上證明文件。 

3. 經戒護科審核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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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輔導科將『懇親報名表』送各單位。 

(二) 由收容人自行填寫『懇親報名表』，報名表欄位可填 5位符合懇親資格家屬 

(含成人及未滿 12歲兒童)，但懇親當日可入所家屬仍以成人 2人+未滿 12

歲兒童 2人為限。 

(三) 『懇親報名表』於 107年 4月 24日（二）午間收封前送戒護科審核後轉輔

導科彙整登錄。 

(四) 若有更動家屬名單之需求，應於 107年 4月 27日（五）午間收封前提出申

請，逾期不再接受更改替換。 

(五) 懇親當日，由『懇親報名表』單內家屬自擇成人及兒童參加(以成人 2 人+

未滿 12歲兒童 2人為限)，未在報名名單內之家屬不得進入參加懇親。 

四、 為戒護安全考量及前置作業需求，本次由收容人主動報名，不再接受收容人家

屬現場、電話、電子郵件…等其他非本計畫所定之方式報名或更動名單。 

五、 鑒於少年收容人出、入所流動性大，為使渠等有最大參與懇親機會，達『輔導

先行』理念，強化家庭鏈結效果，少年收容人家長未報名者，將由輔導科主動

聯繫並接受電話、傳真等方式報名。 

六、 為促進溫馨氛圍、強化親子關係，懇親會場準備事項如下： 

(一) 現場準備餅乾、糖果等每組家屬一份，另供應家屬杯水，由輔導科提出請購。 

(二) 由社工科協助以拍立得相機為家屬留下溫馨記憶，相片贈予家屬或由收容人

自行留存，為個資保密，得合影者僅限收容人個人及其家屬，他組收容人或

家屬不得要求共同合影。 

(三) 委由炊場準備溫開水及紅茶各一，紅茶材料由輔導科請購。 

捌、 實施流程： 

一、 8：30～9：00—家屬辦理登記入場。 

二、 9：00～9：20—參觀本所各項設施。 

三、 9：20～9：35—親職教育暨家庭支持座談會。 

四、 9：35～9：50—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家屬監所關懷活動 

五、 9：45～11：10—收容人及其親屬溫馨面談。 

玖、 各科室辦理事宜： 

一、 輔導科辦理事項： 

（一） 聯繫並審核收容人參加懇親之家屬，是否符合本辦法『陸、家屬參加懇親

條件限制』資格。 

（二） 製作懇親名冊以提供戒護科懇親當日核對家屬身分時使用。 

（三） 懇親場地及桌、椅擺設規劃，製作懇親會場座次表交予戒護科提帶使用。 

（四） 辦理懇親當日人數統計、會場拍照及攝影，並指派 1名輔導員負責協調戒

護人員引導家屬至座位。 

（五） 當日活動家屬之參觀、引導與解說等。 

（六） 餅乾、糖果、杯水等請購。 

二、 戒護科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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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核收容人是否符合本辦法『伍、實施對象』相關資格限制。 

（二） 審核收容人提出之懇親資格報名表。 

（三） 審核成年收容人申請同居人懇親資格。 

（四） 為戒護安全考量，辦理家屬引導、身份驗證、物品之保管、家屬入戒護區

之檢查事項。 

（五） 懇親會場協助輔導員引導家屬至座位及秩序維持暨收容人之提帶。 

（六） 會場（含懇親寄菜、登記處、購物）桌、椅、盆栽之搬運、擺設及回復，

會後清潔工作。 

（七） 辦理懇親活動當日是否開封，由戒護科視戒護警力決定，以利會場佈置及

秩序之維護。 

（八） 負責家屬引導、寄菜登記及物品保管人員，請提早到達定位，並開始辦理

引導、寄菜及物品管作業。 

（九） 懇親會結束後引導家屬出場、離所。 

（十） 請炊場於會場準備溫白開水一桶，紅茶一桶(紅茶材料由輔導科請購)。 

（十一） 為環保考量，請准參加懇親活動收容人自行攜帶合作社販售之旋蓋口杯

於會場使用。 

三、 衛生科辦理事項： 

（一） 請指派人員至現場待命，以便處理緊急突發狀況，並備妥急救箱、血壓計、 

氧氣筒、活動單架等急救用具。 

（二） 指派一名心理師擔任親職教育講師。 

四、 社工科辦理事項： 

協助懇親會場收容人及其家屬拍立得相機合影留念。 

五、 總務科辦理事項： 

協助購買輔導科請購之懇親活動使用物品。 

六、 合作社辦理事項： 

為營造收容人與親屬溫馨面談氣氛，擬請合作社販售餐盒，內容及販售方式惠

請合作社協助辦理。 

拾、經費來源：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所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拾壹、本計畫奉 所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