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108年度施政計畫

本部是我國法務行政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檢察行政、犯罪保護、矯正、廉政、行政執行、法
規諮商、行政院法律事務及司法人員養成教育等各項重要業務。所屬機關分為檢察、調查、廉政、
矯正及行政執行等5大系統，各依相關法令執行職掌事項。
為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本部將持續推動司改、全力反毒、打擊犯罪、保障人權、完備法制、

精進矯正處遇、擴大司法保護、推動司法互助、強化廉政治理、深化調查作為、加強行政執行，
並以實踐司法改革、強力掃蕩毒品、打擊組織犯罪及跨境詐騙、落實洗錢防制、加速獄政革新等
為施政重點，以期營造一個讓人民有感的安全、安定、安心的生活環境。

　　本部依據行政院 108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

化及本部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8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防制毒品沒收犯罪所得
（一）強化並落實毒品防制策略：設立毒品防制基金，確實執行各項補助計畫，並依據「新世代

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積極落實「反毒策略
行動綱領」，達到安全有感、犯罪下降的目標；統合檢、警、調、憲、海巡、關務等 6大
系統緝毒，同時深入全國各鄰里、社區消「毒」，將販毒者趕出社區；協調、整合並落實
執行各項毒品防制措施，重刑嚴查與治療復歸並進，提升反毒綜效。

（二）強化沒收效率，斷絕犯罪利基：強力掃除組織犯罪及打擊電信詐欺，防制破壞國土保育，
打擊經濟金融、食品安全等各類型犯罪，查扣沒收犯罪不法所得，落實洗錢防制及打擊資
恐政策，以追錢、防逃斷絕犯罪誘因，有效遏止犯罪；另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統
籌我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政策，並推動與外國簽訂防制洗錢及打撃資恐活動合作備忘錄，
藉以強化洗錢防制體質、落實洗錢犯罪追查、接軌國際標準，協力塑造更透明、更有秩序
及更健康的金融環境。

二、推動並深化國際及兩岸司法互助
（一）建立打擊跨境犯罪模式，肩負統合樞紐重任；偵辦兩岸跨境犯罪，共同打擊不法。
（二）健全國內相關法制，研修司法互助相關法案。
（三）推動與外國民、刑事司法互助合作，洽簽條約協定，強化司法合作基礎。
（四）拓展兩岸多元司法互助機制，持續精進司法互助作為；強化人道關懷，確保訴訟權益保障。
（五）強化保防工作，確保國家安全。
三、執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全民監督政府
（一）推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接軌國際廉政趨勢：推動落實反貪腐公約，爭取主（協）辦

國際廉政交流活動，積極參與廉政相關國際會議。
（二）精進廉政作為，減少貪瀆不法：針對貪腐高風險業務實施稽核及管考，減少貪瀆不法。
（三）強化廉潔宣導，建立廉能政府：辦理廉潔誠信教育宣導，落實執行陽光法案，建立「貪污

零容忍」共識。
（四）由廉政署檢察官先期統合指揮偵查，結合政風「期前辦案」，以提升偵辦效率及品質；精

緻偵查，強化整體肅貪、防貪力量，提升貪瀆定罪率；舉辦肅貪研習，精進偵查作為；加
強貪瀆案件橫向聯繫；推動揭弊者保護法制，以健全反貪腐法制。

四、提升檢察效能，強化刑事正義
（一）推動「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相關決議，建立權責相符、透明公開的檢察官辦案體系，檢察

權引入人民監督機制，提升檢察體系的效能與專業，打造中立的檢察體系；引進妨害司法
公正罪；強化犯罪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補償請求權，推展修復式司法，形塑保障人權、值
得人民信賴的司法。

（二）推動所屬機關辦公廳舍擴遷建及內部裝修、設備採購計畫、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方案；持續研發通訊監察技術，並充實電腦及網路犯罪偵查設備等；運用先進科技創新
發展鑑識方法，提升司法鑑驗品質；充實法醫毒物鑑驗設備，建構現代化國際認證實驗室；
提升無名屍身份鑑定技術、DNA鑑定品質及法醫人別鑑識能力，維護司法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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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跨域服務整合、資料治理與資料活化，發展一站式數位整合服務，提升法務行政效能，
打造服務型智慧政府，實踐人民對司法期待。

（四）打造本部綠能雲端高效率資料中心，收容本部檢察、矯正、行政執行及廉政等體系所屬機
關共用、集中化系統所需運算設備資源，促進法務服務品質躍升。

五、提升收容品質，擴增收容空間
（一）營造人文化收容空間：賡續推動矯正機關擴、增、改建，提供新的收容空間，解決舍房超

收擁擠問題，並寬列居住空間，將床鋪列為必要設施，分階段逐步朝一人一床位目標邁進。
（二）強化監控科技以提升行政效率：持續推動所屬矯正機關建置智慧監控系統及遠端監控機制，

並成立遠端監控指揮中心；完整佈建監視系統，落實收容人人權保障；建構安全防護機制，
輔助值勤人員；標準化監控系統規格，整合不同警戒系統，減輕同仁值勤壓力；建置主副
控中心，確保系統運作無虞；縮短戒護事故通報時間或增加預警時間，預防事故擴大。

（三）強化收容人職能訓練，落實出獄轉介機制：結合勞動部開辦長期照護服務員班等技能訓練
課程，提升受刑人職能培力；並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合作，以有效落實出獄轉介機制，協
助復歸社會。

（四）建立假釋審核評估量表，供假釋委員審查及面談受刑人假釋案之輔助參考工具，以落實專
家評估機制，期發揮後門政策之功能。

六、推動社區處遇、被害保護服務及相關犯罪預防與法律宣導
（一）推動易刑替代措施的社會勞動制度，藉由無酬勞動服務回饋社會。
（二）持續關懷兒少犯罪狀況，落實兒少犯罪預防，滾動修正「預防少年兒童犯罪方案」。
（三）實施更生人輔導及追蹤，推動個人及家庭整合性服務：強化更生保護、矯正及觀護機制之

連結，協助建構個人、家庭支持與復歸社會機制，建構以反毒為中心的司法安全防護網。
（四）配合跨院公民法律推動小組運作，結合社會資源，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強化公民法律教

育之決議。
（五）提升被害人訴訟參加權能，落實被害人訴訟參與，使其知悉犯罪真相，以達復原功能。
七、落實人權保障，完備民事及行政法制
（一）定期撰提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並積極落實及管考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

與建議，俾改善人權缺失，提升人權標準，接軌國際潮流。
（二）拓展國內外人權交流，致力人權保障。
（三）辦理人權宣導，深耕人權意識。
（四）賡續辦理兩公約法令檢討。
（五）提供各機關法規諮商意見，舉辦法令宣導推廣活動，以完備民事及行政法制。
八、推廣多元便民措施，強化行政執行績效
（一）持續推廣多元繳款便民措施，並持續協調逐步擴及至其他移送機關及各類案款亦得辦理多

元繳納；規劃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建立跨機關視訊服務，突破空間限制，提供義務人跨機
關諮詢之便民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為強化行政執行績效，確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履行，各分署善用查封、扣押、拍賣等
各項措施，強制執行義務人財產；並視案情需要，對義務人施以限制出境、禁奢條款，或
向法院聲請裁定拘提、管收等強制作為，同時輔以獎勵民眾檢舉制度，以達徵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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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法務行政 執行肅貪工作 其它 一、健全肅貪法制，強化執法基礎。

二、提升貪瀆案件定罪率。

三、舉辦肅貪研習，精進偵查作為。

執行反毒策略 其它 一、依據「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之分工，由各查緝機關

分別成立緝毒專責編組。

二、落實反毒新觀念與新思維，採取「公共衛生三級預防

模式」概念。

三、強化「毒品審議委員會」功能，積極與相關部會聯手

建構反毒網絡。

偵辦經濟犯罪

暨查扣犯罪所

得

其它 一、加強檢察官在職訓練之財經課程，建立財務金融三級

證照。

二、建立跨部會專責聯繫機制，強化掌握查扣之時機及效

能。

三、結合檢、警、調之執法力量，策劃、培訓人力組成專

業辦案團隊，有效、集中、專責處理侵害智慧財產權

刑事案件。

四、積極拓展國際合作，共同打擊經濟犯罪。

法務行政 健 全 國 內 法

制，研修司法

互助相關法案

其它 為健全國內有關於國際司法互助之法制，完成研修

「引渡法」，及完善國際司法互助相關法制，保障人民權

利。

推 動 與 外 國

民、刑事司法

互助工作

其它 一、配合新南向新策略，執行已簽訂之協定，落實現有成

果。

二、推動洽簽條約協定，強化司法合作基礎，或與其他國

家透過互惠聲明進行司法互助。

三、積極參與國際相關重要組織及會議，並與其他國家就

國際司法互助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建立跨境打擊

犯罪模式，共

同打擊不法

其它 我國檢警調透過與外國、大陸之情資交換、合作協查

及調查取證之司法互助方式，強化打擊跨境電信詐騙、洗

錢、毒品等犯罪作為，維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拓展兩岸司法

互助機制

其它 拓展兩岸司法互助，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在「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法」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協議」之基礎上，持續兩岸司法互助，維護司法互助效

能。循司法互助機制將扣案贓款返還相關被害人，確保被

害人損失獲填補，終極實現正義。

廉政業務 推動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與

國際接軌

其它 一、持續推動各機關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並參據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結論

性意見，推動執行各項反貪腐工作。

二、以多元方式，探討、傳達「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理念

及內涵並據以遵行。

掌 握 廉 政 趨

勢，推動國際

其它 一、與外國廉政機構相互參訪，積極參與國際廉政事務。

二、積極參與 APEC、IAACA等國際組織舉辦之廉政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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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交流 活動，或籌辦國際廉政研討會。

三、適時行銷我國廉政作為及成效，增進國際能見度及國

際合作。

加 強 教 育 訓

練，培育全方

位廉政人才

其它 一、培育新進廉政人員具備業務所需專業基本知能，推動

興利行政，追求優質績效。

二、強化在職廉政人員專業職能，提升中、高階主管人員

領導管理與溝通能力。

擇定機關高風

險業務辦理專

案稽核

其它 督導政風機構針對具有貪瀆風險業務辦理專案稽核，

以有效控制機關廉政風險。

落實執行陽光

法案建立廉能

政府

其它 落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等宣導及審查機制。

辦理廉潔誠信

教育宣導

其它 辦理政府部門與民眾、社區、學校及企業團體等廉潔

誠信教育宣導。

強 化 肅 貪 機

制，積極發掘

偵查重大貪瀆

不法

其它 一、以「嚴懲貪官污吏」、「善待良善公僕」、「全面防

止貪腐」、「建立廉能政府」為共同目標，自「降低

制度運用不當引發犯罪」、「減少福利措施瑕疵造成

犯罪」及「杜絕行政管理不當製造犯罪」等面向著

手，建立防範或提醒公務員避免再犯之措施及作法，

從源頭解決現行弊端，讓公務人員感受廉政機關的關

懷與服務，以順利推展各項廉政工作。

二、鎖定高層貪污犯罪、結構性貪污犯罪為重點方向，一

般貪污案件以策動自首為原則。

三、鎖定貪瀆高風險業務，進行全面性專案清查作為，遏

阻違法舞弊，發揮興利除弊功能。

四、就社會關注影響國計民生的弊端，藉由本部遴選之

「派駐檢察官」，結合「期前偵辦」機制，精緻偵查

以提升貪瀆案件定罪率。

五、建構揭弊者保護法制，積極鼓勵檢舉；推動廉政司法

互助，建立聯繫窗口，打擊跨境貪腐。

六、推動「食安廉政平臺」，由各食安管理機關政風機

構，共同執行「食安稽核會同參與」及「蒐集食安情

資」，積極發掘貪瀆不法情資，維護民眾權益。

推 動 維 護 工

作，預防機關

發生洩密及危

安事件

其它 強化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措施，有效防止公務機

密外洩與預防危害及破壞事件發生。

營建工程 法 務 部 廉 政

署、法務部法

醫研究所及臺

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共同撥用

社會

發展

一、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辦公廳舍係租用臺灣土地銀行

高雄博愛大樓，為求長期設置之辦公廳舍，經本部協

調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共同撥

用國防部六合營區，以符合減少租金花費、資源共享

及優先運用現有閒置廳舍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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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六合營區辦公

廳舍整修計畫

二、預計辦理採購發包、整修暨搬遷工程。

司法科技業務 法務部測謊偵

查效能精進暨

服務躍升計畫

（1/2）－說謊

行為徵候資料

庫建立及測謊

人才培訓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建立說謊行為徵候資料庫，強化偵查效能。

二、培訓獲得美國測謊學校認證之測謊專業人才，提升測

謊之可信度及效能。

一般行政 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第二辦公

室 （ 百 世 大

樓）增設計畫

社會

發展

規劃在百世大樓 1、2 樓成立第二辦公室，設立犯罪防

治研究中心、人事室、第二檔案室、哺乳室等辦公室，及

第二教學空間，教學空間係籌設兼具教室、會議空間之多

功能用途，包括模擬法庭兼大教室、模擬偵查庭、中型教

室兼多功能會議室、觀摩教學使用之拘留室及學員諮商

室，以供司法官學員及其他檢察官、司法人員等在職研習

班使用，藉以解決學院目前不足之教學及辦公空間。

檢 察 機 關 擴

（遷）建計畫

臺灣高等檢察

署暨智慧財產

檢察分署、臺

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博一大樓

辦公廳舍及舊

有辦公室整修

工程中程計畫

社會

發展

本案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擔任代辦機關辦理相關業

務，已於 107年8月28日開工，預計 108年 12月 31日前完

成。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擴建辦

公 廳 舍 暨 第

一、二辦公大

樓整修工程中

程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完成擴建廳舍移交、結算。

二、公共藝術完成公開徵選、設置計畫備查結案。

三、第一、二辦公大樓整修工程完成施工、驗收。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擴建辦

公廳舍裝修、

購置設備及搬

遷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完成擴建廳舍裝修工程施工驗收。

二、完成傢俱採購及驗收。

三、完成資訊採購及驗收。

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暨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

彰化分署聯合

遷建辦公廳舍

計畫

公共

建設

建築線指定、提送細部設計（含圖說、預算書編

制）、都市設計報告書、掛件、都市設計主管機關審議許

可、工程計畫個案工程基本設計審議，工程會（或授權之

部會）審議（定）、完成細部設計專家學者聯合審查、取

得建造執照、工程預算書圖及招標文件陳核、候選綠建築

及智慧建築證書取得、完成公告招標（含等標期）、最有

利標作業及決標、簽約及開工前準備、新建工程開始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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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法務部中部聯

合興辦大型檔

案室及贓證物

庫中長程計畫

（審議中）

社會

發展

本計畫案係申請移撥新興營區 18筆土地，面積約 19,999

平方公尺，提供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

調查組等機關新建聯合檔案室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

中部地區調查組等機關之聯合贓證物庫使用，可解決檔案

室及贓證物庫房不足問題。

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

署、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擴

遷建辦公廳舍

計 畫 （ 審 議

中）

社會

發展

本案基地位於臺中市東昇段 8小段 3-2、3-3、3-4、3-5地

號、三民段 7小段 3-10、3-11、3-13、4-9地號等 8筆土地，

面積14,758 平方公尺，提供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擴遷建辦公廳舍使用；原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辦公廳舍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使用，以解

決辦公廳舍及檔案室之不足。

檢察業務 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第一辦

公大樓耐震補

強工程

其它 以擴柱補強方式，於各樓層相關柱位實施補強工程，

以達耐震力補強效果。

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院、檢

合署辦公大樓

前棟、後棟耐

震補強工程

其它 一、依據行政院 106 年 7月 10日院臺建字第 1060021935號

函辦理「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二、實施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後，辦理建築物補強工

程。

三、規劃計畫內各階段執行，並預為管控執行進度。

四、維持辦公大樓之正常運作暨安全維護。

其他設備 臺灣高等檢察

署偵查資料中

心設置整體計

畫

其它 一、「臺灣高等檢察署偵查資料中心設置整體計畫」屬國

家發展委員會「建構公教體系綠能雲端資料中心計

畫」之一項子計畫。

二、本計畫目標係建構臺灣高等檢察署偵查資料中心虛擬

化平台服務，提昇資訊系統服務能量，並建構資訊安

全防護及管理制度，完成機房維運標準作業程序。

三、108年工作為完成臺灣高等檢察署虛擬化平台導入及建

置，降低實體主機使用率。

亞 太電信新世

代 核 心 網 路

（NG Core）通

訊監察系統建

置中程計畫

社會

發展

建置傳真內容解譯次系統，並整合監察所得資料至通

訊監察服務應用系統之遠端瀏覽系統、線上專案管理系統

及網頁現譯系統。

亞 太電信行動

寬 頻 業 務

（4G）通訊監

察系統建置中

程計畫

社會

發展

後端監察自動分配管理系統第 3期建置：建置語音通

訊監察自動分配管理系統並完成功能驗收、開發大數據通

聯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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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中華電信行動

寬 頻 業 務

（4G）通訊監

察系統建置中

程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前端通訊監察系統及後端監察自動分配管理系統

之第2期建置。

法務部調查局

強化科學偵查

檢驗設備中程

計畫

社會

發展

購置相關化學、問題文書及 DNA等相關鑑驗設備，及

科技偵蒐器材等，賡續強化證物鑑驗及科技辦案之量能。

法務部調查局

行動調查暨智

慧分析系統中

程計畫

社會

發展

本案 108年度預計執行「建置三大平臺之基礎硬體」及

「建置行動APP暨整合應用平臺及智慧分析雲端平臺」。

營建工程 法務部調查局

中和調查園區

新建辦公大樓

計畫

公共

建設

一、遴選中和調查園區新建辦公大樓計畫案建築師，並辦

理規劃設計。

二、施工前進行地質鑽探、鑑界、測量及建築線指定作

業。

鑑識科技業務 法務部調查局

鑑識科技進階

計畫

科技

發展

研發建立毒品及其代謝物來源辨識、食品中有害成分

分析、聲紋鑑識、臺灣扁柏及紅檜鑑定等相關鑑識技術。

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資安整體

防禦基礎建設

計畫

科技

發展

一、「防制網路駭侵」子計畫：係提升網路犯罪偵查人力

與軟硬體設備，以拓展網安情蒐效能。

二、「全國跨域鑑識平台」子計畫：於調查局 6直轄市調

查處設置跨域鑑識服務分區中心，提升資安團隊鑑識

能量。

法務部測謊偵

查效能精進暨

服務躍升計畫

（1/2）－企業

肅貪測謊效能

精進計畫

科技

發展

藉由實施本計畫，提供企業進行人員訪談使用，作為

先期預警工具，期在有效偵測上能減少企業外洩營業秘密

與貪瀆情況，減少企業損失，調查機關也能達成機先預防

的目標。

一般行政 法務部調查局

及外勤處站辦

公房舍耐震補

強計畫

其它 一、辦理耐震補強技術服務採購案發包訂約及規劃設計。

二、辦理耐震補強工程發包、施工、驗收及經費核銷作

業。

鑑識科技業務 提昇法醫鑑識

量 能 計 畫

（3/4）

科技

發展

一、計畫1：台灣區交通事故損傷法醫資料庫與法醫相驗解

剖傷勢量化評估研究（3/4）－各類動力車輛交通事故

之流行病學分析與車禍型態傷及非外傷性致死因子量

化分析研究。

二、計畫 2：法醫解剖心肌病變猝死案件分子病理研究

（3/4）－探討細胞訊號傳遞蛋白相關性研究。

三、計畫 3：法醫解剖腦髓瀰漫性軸突損傷研究（1/2）－

各類型案例染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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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四、計畫 4：提升法醫毒物系統鑑驗技術之研發計畫

（3/4）。

五、計畫 5：持續推動國家級法醫毒物實驗室認證計畫

（3/4）。

六、計畫6：法醫毒物鑑驗分析之研究與相關死亡案例探討

（3/4）。

七、計畫 7：先進 NGS技術應用於法醫檢體粒線體DNA甲

基化分析之研究（1/2）－建立 DNA甲基化檢體分析方

法。

八、計畫 8：法醫骨骼 DNA鑑定之研究（1/2）－腐敗屍體

軀幹及四肢骨骼評估。

九、計畫 9：提昇精液斑混合檢體檢測技術之研究（3/4）。

其他設備、一

般行政

法務智慧網絡

i-Justice計畫

科技

發展

一、「法務智慧網絡 i-Justice計畫」屬國家發展委員會「服

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之一項子計畫。

二、本計畫目標係藉由跨域服務整合、資料治理與資料活

化，發展一站式數位整合服務，創造跨機關間資源共

享互通，並提供多元協作管道，開拓資料應用價值，

落實公民參與理念，打造服務型智慧政府，實踐人民

對司法期待。

三、108 年工作重點如下：辦理優化「法制作業整合服

務」、「行政執行效能提升服務」、「偵查庭電子筆

錄加密集中儲存與整合應用服務」及「矯正接見便民

服務」等項目，促進法務資源服務整合。

主管法規共用

系統推動計畫

科技

發展

一、「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推動計畫」屬行政院主計總處

「跨機關整合共用行政資訊系統推動計畫」之一項子

計畫。

二、本計畫目標係提供行政院各部會及各縣市政府管理主

管法規共用系統，達成各主管法規系統功能、使用介

面、法規分類統一，提升政府服務品質，促進資源使

用效益。

三、108年工作重點如下：賡續辦理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功能

修正及強化作業、優化主管法規維護平台法規資料維

護作業、精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檢索服務及行動化、

強化通報系統及建置法規查核作業、建立客服機制、

建立問題知識庫及辦理教育訓練。

數位證據保全

推動計畫

科技

發展

一、「數位證據保全推動計畫」屬行政院主計總處「跨機

關整合共用行政資訊系統推動計畫」之一項子計畫。

二、本計畫目標係使各政府機關能運用一致性的工具，於

資安事件發生後，完成數位證據保全作業，強化機關

同仁資安事故調查及緊急應變處理能力。

三、108年工作重點如下：賡續強化數位證據保全雲端平台

及工具、建立客服機制、建置問題知識庫、推廣數位

證據保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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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其他設備 法務部資料中

心設置整體計

畫

其它 一、「法務部資料中心設置整體計畫」屬國家發展委員會

「建構公教體系綠能雲端資料中心計畫」之一項子計

畫。

二、本計畫目標係收容本部檢察、矯正、行政執行及廉政

等體系所屬機關（調查局及其所屬除外）共用、集中

化系統所需運算設備資源，打造本部綠能雲端高效率

資料中心，達到資訊資源動態部署、資源配置標準化

及管理簡化，提升資訊系統服務水準。

三、108年工作重點如下：完成本部綠能資料中心基礎設施

建置，提供法務資訊業務雲端運算基礎環境。

改善監所計畫 法務部矯正署

雲林第二監獄

新（擴）建計

畫

社會

發展

預定辦理專案管理、統包工程建築設計、施作與監造

等。

法務部矯正署

八德外役監獄

新（擴）建計

畫

社會

發展

預定辦理專案管理、統包工程建築設計、施作與監造

等。

法務部矯正署

彰化看 守所遷

建計畫

社會

發展

預定辦理專案管理廠商遴選、統包採購與建築設計

等。

法務部矯正署

社會復歸促進

中心興建計畫

（審議中）

社會

發展

預定辦理專案管理廠商遴選、統包採購與建築設計

等。

矯正業務 矯正署所屬各

矯 正 機 關 房

舍、消防及戒

護安全等設施

及設備維護、

汰換及更新

社會

發展

為改善矯正機關收容品質以及提升收容人之生活照

護，以彰顯我國收容人權之重視，各項機關設施及設備改

善亦需逐年辦理更新及汰換。

矯正機關建築

物耐震補強

其它 矯正機關建築物耐震補強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施作

等。

國定古 蹟 嘉義

舊監第二階段

整修再利用計

畫（審議中）

社會

發展

本計畫總經費初估為三億二千萬，惟經費比例之分攤

尚未與文化部及嘉義市政府達成共識。整修園區將第一階

段所餘區域予以整修。

司法科技業務 矯正機關智慧

監控系統建置

計畫（3/3）

科技

發展

一、建構智慧監控整合機制，強化獄政戒護安全管理效

能，以科技技術輔助人力不足，運用機關現有監視與

警戒系統，結合智慧科技技術，研發適於我國矯正組

織及管理屬性之整合型智慧監控機制。

二、導入收容人影像異常分析技術，並充實異常事件影像

資料庫，以利爾後進行資料分析及其他研發應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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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發出適合矯正機關所需之智慧影像技術。

法務行政 實施更生人輔

導及追蹤，推

動個人及家庭

整合性服務

其它 一、強化矯正、觀護與更生保護之銜接，以個案為核心，

對更生人及其家庭，結合專業團體人力與更生輔導

員，於社區中進行追蹤訪視及保護服務。

二、鼓勵民間參與更生人服務計畫，依更生人及其家庭需

求，提供複合式服務，擴大社區服務量能。

三、協助更生人及其家庭增強自我能力及培養正向觀念，

重建社會與家庭功能，順利復歸社會。

推動一路相伴

法律專案

其它 一、督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被害人法律諮

詢及訴訟服務。

二、資助經濟弱勢被害人律師酬金及訴訟規費，提升其訴

訟參與能力。

三、培訓法律協助專長志工或建立法律專業人力支援機

制。

落實推動易服

社會勞動制度

其它 一、透過核撥指定用途補助款到各地檢署及經費按季核銷

的制度，督導各地檢署辦理受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罰金宣告之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案件。

二、持續辦理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及社會勞動人之滿

意度調查指標。

三、辦理社會勞動人意外保險。

四、執行多層次督核機制。

一般行政 定期發表兩公

約國家報告，

拓展國際人權

交流

其它 一、透過定期撰提我國兩公約國家報告，檢視我國各項人

權政策推動情形及人權發展現況，使政府部門能自我

檢討惕勵，並促成公民參與，彰顯政府維護人權的具

體作為，藉此讓國際社會持續瞭解我國人權保障的進

展。

二、適時舉辦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及其各小組會議，以

督促各機關落實涉及小組權責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並辦理與國內外人權機關（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

體之人權交流活動，以掌握國內外之重要人權議題發

展，及聽取國內外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對我國人權保

障改革之建言，使我國人權保障標準得與國際接軌。

加強兩公約宣

導，賡續辦理

兩公約法令檢

討

其它 一、我國自 98 年施行兩公約及其施行法以來，即積極推動

人權保障業務，我國應加快腳步普及人權教育，將人

權理念由中央公務員擴及至地方公務員、學校及一般

民眾，讓全民瞭解人權之內涵，故應積極推動全民人

權再教育運動，深耕全民人權意識。

二、人權保障為持續性之工作，針對已完成國內法化之兩

公約等人權公約，本部應依各該公約規定，檢討主管

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本部將依各該施行法規定，持續

辦理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之檢討工作。

法務行政 提供各機關法

規諮商意見，

其它 一、協助各機關處理適用法規疑義，提供各機關法規諮商

意見或參加法規諮商會議，以完備國內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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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舉辦法令宣導

推廣活動，以

完備民事及行

政法制

二、舉辦教育宣導研習活動，推廣最新民事及行政法制，

以強化法治觀念。

執行業務 推廣多元便民

措施，強化行

政執行績效

其它 一、持續加強宣導，大力推廣多元繳款便民措施，並持續

協調，逐步擴及至其他移送機關及各類案款亦得辦理

多元繳納。另規劃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建立跨機關視

訊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善用查封、拍賣、限制出境、聲請拘提、管收等執行

手段，以確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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