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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申訴窗口 

機關名稱 申訴電話 傳真號碼 郵政專用信箱 信箱懸掛處所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 (02)29125852 (02)29127225 新店郵政 7-121 號 大門左側 

檢察機關政風機構 

機關名稱 申訴電話 傳真號碼 郵政專用信箱 信箱懸掛處所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02)23167676 (02)23167677 國史館郵局第 251號 一樓服務臺 

臺灣高等檢察署政風室  (02)23311825 (02)23318481 無 為民服務中心外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政風室  (04)22252755 (04)22252755 臺中郵政 1875號 大門右側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政風室  (06)2205572 (06)2205572 臺南郵局第 791 號 大門右側佈告欄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政風室  (07)5523710 (07)5522442 無 一樓服務處前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政風室 (03)8223420  (03)8230427 無 大門口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2)23614618 (02)23811110 臺北郵政 14-128號 一樓服務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2)28363754 (02)28381714 臺北郵政 105-102號 第一辦公大樓（院檢

大樓）門口旁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2)22624063 (02)22624063 板橋市郵政 13之 112號 偵查大樓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3)2160087 (03)2161932 無 為民服務中心入口處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3)6578051 (03)6677962 無 無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37)353450 (037)353450 苗栗郵政 94 號信箱 
一樓偵查庭當事人休

息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4)22248633 (02)22246626 無 司法大廈門首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49)2242275 (049)2242974 無 左側大門入口處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4)8360282 (04)8315824 員林郵政 310號 無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5)6323424 (05)6323610 無 無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5)2785132 無 無 無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6)2959802 (06)2959975 臺南郵政 64-64 號 一樓服務處門外對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7)2161463 (07)2613740 無 市中路大門右側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7)6128062 (07)6128063 無 無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8)7535215 (08)7539103 無 無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89)362858 (089)310170 臺東郵政 115號 一樓服務台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3)8230160 (03)8242893 無 本署大門入口處左側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3)9253133 (03)9253010 宜蘭郵政信箱 142號 一樓偵查庭等候處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2)24650835 (02)24650835 基隆郵政 286號 一樓中庭牆面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政風室  (06)9216883 (06)9216884 無 服務處 

矯正機關政風機構 

機關名稱 申訴電話 傳真號碼 郵政專用信箱 信箱懸掛處所 

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03)3188506 (03)3188511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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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政風室  
(03)3191290 （傳真前請先

電話聯繫） 

無 接見室閱報區旁 

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政風室  (03)3299038 (03)3299038 無 無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政風室  (03)3602261 (03)3602261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政風室  
(03)4807958 03-4092326

（人事室）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政風室  (03)5252354 (03)5268190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政風室  (04)23891775 (04)23810446 臺中郵政 29-29 號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政風室  (04)23840915 (04)23860741 臺中郵政 29-70 號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政風室  (04)8964941 (04)8964874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政風室  (05)6320750 (05)6320750 無 家屬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政風室  (05)6327440 (05)6327440 虎尾郵政第 44號信箱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政風室  
(05)3621869 無 鹿草郵政 6號信箱 家屬接見室等候區入

口處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政風室  (06)2781141 (06)2782748 無 接見室意見箱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政風室 (06)6890835 (06)69897797 無 無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政風室  
(06)5782406 (06)5782406 臺南山上郵政第 22號信

箱 

大門外、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政風室  (07)7882540 (07)7878542 鳳山郵政 7-77號 接見室門口處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政風室  (07)7923755 (07)7923755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政風室  (07)6152651 (07)6156952 無 一樓服務臺、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政風室  

(08)7785443 (08)7795992 無 收容人親友接見中心

(一樓服務臺附近牆

壁)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  (089)333458 (089)311938 臺東郵政 82 號信箱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政風室  
(03)8524302 (03)8542109 花蓮吉安仁里郵局 10之

30 號 

無 

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政風室  
(03)8702901 (03)8702901 無 民眾接見室及一樓公

布欄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政風室  (03)9894162 (03)9894797 宜蘭三星郵政信箱 1號 家屬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監獄政風室  (02)24658883 (02)24658883 基隆郵政 259號信箱 接見登記室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政風室  (06)9213285 (06)9213285 無 候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政風室 (089)672297 無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政風室  (02)22622822 (02)22602237 板橋郵政 13-97 號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政風室  (02)22748962 (02)22749404 板橋郵政 28-48 號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政風室  (037)361500 (037)361501 銅鑼郵政第 34號信箱 接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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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政風室  (03)5224658 (03)5242512 無 無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政風室  (04)23828638 (04)23824964 臺中郵政 29-19 號 一樓家屬候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政風室  (049)2241875 (049)2241875 無 家屬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政風室  (04)8349152 (04)8349152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政風室  
(05)3623876 (05)3623897 嘉義縣鹿草鄉郵政信箱

第 21 號 

接見室入口處右側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政風室  (06)2781754 (06)3032150 無 家屬候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政風室  (08)7793656 (08)7793656 無 家屬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政風室  (03)8222449 (03)8222449 花蓮郵政 7－47 號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政風室  (02)24653215 (02)24654829 基隆市郵政 211 號信箱 無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政風室  (02)86669817 (02)86669817 新店郵政 1-12號 行政大樓服務臺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  
(089)891585 (089)891838 泰源郵政 1號信箱 行政大樓一樓樓梯

口、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  (089)570149 (089)570149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政風室  (089)225073 無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觀所政風室  (02)26624045 (02)22624045 板橋郵政 13 之 101 號 候見室 

誠正中學政風室  (03)5575834 (03)5574937 無 家屬接見室 

明陽中學政風室  (07)6153292 無 無 接見室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政風室  (03)3255015 (03)3570043 桃園郵政 848號 大門面會室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政風室  (04)8752570 (04)8752570 田中郵政第 11號信箱 大門口會客室旁 

行政執行機關政風機構 

機關名稱 申訴電話 傳真號碼 郵政專用信箱 信箱懸掛處所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政風室  
(02)23913060 (02)23410581 臺 北 市 郵 政 信 箱 第

159~12號 

無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政風室  (02)25235720 (02)25235720 臺北郵政第 67-557 號 無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政風室  
(02)26325585 (02)26320577 電 子 信 箱 網 址 ：

slyn@mail.moj.gov.tw 

一樓服務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政風室 (02)89956927  (02)89956928 無 無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政風室 (03)3586832  (03)3579905 桃園郵政第 30-27號 一樓服務區公佈欄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政風室  
(04)23754539  (04)23757893 臺中郵政 1133 號(民權

路臺中郵局) 

為民服務中心入口旁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政風室  
(05)2787470  (05)2783480 嘉義市中山路郵局第

1-44號信箱 

無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政風室  (07)7182305  (07)7152303 高雄市郵政 400 信箱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