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矯正機關常見收容問題 Q & A 

肆、各類接見相關事項 

問 1、收容人進入矯正機關後，何時可以辦理接見？ 

答： 

收容人（禁見收容人除外）於進入矯正機關，完成新收程序確認身

分後，即可於規定接見辦理時間內辦理接見。 

問 2、機關辦理接見的時間為何？連續假日或國定例假日可以接見

嗎？ 

答： 

一、矯正機關辦理接見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公告之「中華

民國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之上班日辦理接見。 

二、原則上每月第 1 個星期日辦理假日接見。另連續假日或國定例

假日不辦理接見。若遇春節連續假日，接見日期及時間將公告

於機關網頁及接見室。 

三、外役監獄因工作時間及性質特殊，全年辦理接見；接見辦理時

間由機關視工作情形自行訂定。 

四、接見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登記時間上午 08 時起至 11 時止，

下午 13 時 30 分起至 16 時止。 

問 3、請問如何辦理接見，流程為何？ 

答： 

一、接見辦理流程： 

（一）至服務台抽取號碼牌及填寫接見寄物申請單。 

（二）持身分證明文件至登記接見室窗口辦理。 

（三）辦理送入金錢、物品登記及檢查。 

（四）準備身分證明文件等候接見（依梯次等候）。 



（五）窗口接見（行動電話應予關機，不得使用）。 

二、攜帶證件：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未

領有國民身分證之 5 歲以上兒童)、護照或足資證明其身分之

文件（須載有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住址、照片等資料）；

外籍人士應提出護照、居留證、入出境證明。另應攜帶足供辨

識與收容人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被許可接見者，得攜帶未滿 5 歲之兒童。 

問 4、如何查詢收容人是否收容在矯正機關或是否可以辦理接見？ 

答： 

一、矯正機關於收容人新收後，均會寄發「收容人入監（院、所、

校）通知單」，告知接見、寄入郵包及相關規定，並提醒收容

人家屬慎防詐騙電話。 

二、因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之故，查詢收容人是否在機關收容及可

否辦理接見等訊息者，限收容人基本資料卡內登記之關係人或

曾辦理接見之親友，且須核對身分資料審核無誤後，方可提供

查詢。 

問 5、進入矯正機關後，可以拒絕接見部分人嗎？ 

答： 

一、收容人欲拒絕接見部分特定對象，得親自書寫報告，敘明拒絕

接見事由，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機關即將此報告作為拒絕辦理

接見之依據。 

二、收容人拒絕接見方式： 

(一) 收容人自行書寫報告申請拒絕部分特定對象，矯正機關會將收

容人拒絕接見之人員名單交由接見室列入管控，遇被拒絕接見

者至接見室辦理登記時，接見室承辦人員會告知申辦接見者，

該收容人拒絕與其接見。 

(二) 收容人提帶至接見室時，若發現接見者為其欲拒絕接見之對



象，可立即向主管反映並簽署「拒絕接見單」，該次接見即可

取消。 

問 6、機關拒絕或停止民眾接見之理由為何？ 

答： 

機關拒絕或停止接見之理由如下： 

一、收容人違反紀律，經機關核定停止接見，停止接見期間應拒絕

接見之申請。 

二、收容人申請拒絕接見者。 

三、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者。 

四、有妨害機關紀律或影響管理秩序之虞者。 

五、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六、攜帶武器、危險器具或違禁物品者。 

七、冒名頂替他人者。另未經接見登記者，不得代替或陪同已登記

者進入接見。 

八、有妨害收容人的利益時。 

九、行跡可疑者。 

問 7、收容人身分類別不同，接見次數限制及對象分別為何？ 

答： 

一、第四級受刑人每星期接見 1 次(任 1 天)、第三級受刑人每 4 天

接見 1 次、第二級受刑人每 3 天接見 1 次、第一級受刑人原

則上每天接見 1 次。對象部分：第四級受刑人得准與其親屬接

見。第三級以上之受刑人，在不妨害教化的範圍內，得准其與

非親屬接見。 

二、被告（除禁見者外）及民事被管收人每日得接見 1 次；對象並

無限制。 

依羈押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接見： 

（1）未帶身分證明文件者。 



（2）形跡可疑者。 

（3）三人以上，同時接見一被告者。 

（4）酗酒或精神病者。 

未經接見登記者，不得代替或陪同已登記人與被告接見。 

三、受觀察勒戒人每週得接見 1 次(任 1 天)；對象除有特別理由經

勒戒處所長官許可，得與其他人為之外，以配偶、直系血親為

限。但有妨礙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或受觀察勒戒人之利益者，

得禁止或限制之。 

九、以週計算者係指星期日起至星期六止。另以日計算者則包含國

定例假日。 

問 8、同居人可以家屬身分與收容人接見嗎？ 

答： 

一、家屬係依民法第 1123 條規定，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屬家

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

家屬。 

二、證明家屬關係，應提出足資證明之文件或由機關以調查資料認

定。 

三、民眾如以收容人家屬身分前往矯正機關申辦接見，可檢具同戶

籍地身分證或戶籍資料或至戶政機關辦理登記結婚之證明資

料提出申請，即可以家屬身分辦理接見。 

問 9、收容人離婚，前岳父母或前夫(妻) 是否可以陪同其婚生子女接

見？ 

答： 

一、為維繫收容人親情網絡，促進家庭正向關係連結，收容人前配

偶或曾具姻親關係之人陪同收容人子女申辦接見，機關得基於

職權進行審核。但收容人拒絕接見者，不在此限。 

二、申辦接見者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另機關將查閱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備註欄位之記載，確定該子女之父母欄位，與前來辦理

接見者雙方之關係，於確認關係無誤後，依權責准予辦理接見。 

問 10、為何禁見被告不能接見？如何得知其解除禁見而去接見呢？ 

答： 

一、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如認為被告有因接見、通信而致其有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

之聲請或依職權命被告禁止接見、通信。但遇有急迫情形時，

檢察官得先為必要之處分，並即時陳報法院核准。 

二、禁見被告如獲解除禁見，即可發受書信及辦理接見，被告可寄

信或申請電話接見通知家屬至機關辦理接見。 

問 11、家裡發生重大事情，可否另外申請接見？ 

答： 

收容人家裡如發生重大事情(如發生變故、家人病危或喪亡等)，

得申請電話接見；另家屬前往機關辦理接見時，可向機關說明事

由，由機關酌情延長接見時間或增加接見次數。 

問 12、夫妻在不同機關收容，是否可以接見？ 

答： 

一、為協助收容人重建家庭關係，彼此支持與接納，矯正機關已開

放同囚配偶及直系血親與同在矯正機關收容之配偶及直系血

親遠距接見。 

二、對象：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  

三、次數：每 1 個月 1 次，每次以 30 分鐘為限。  

四、辦理方式：在監（院、所、校）之收容人及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得分別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之矯正機關提出申請。另需

6 個月內無違規紀錄者，始可辦理。 

五、矯正機關內之收容人(含同囚之任一方)如有經檢察官、法官諭



知禁止接見及通信或因違規停止接見者，不得申辦同囚遠距接

見。 

問 13、請問什麼是遠距接見？申辦時間及規定為何？ 

答： 

一、收容人配偶及親屬因故不便前往收容人所在之矯正機關辦理接

見，可於其方便前往之矯正機關就近辦理遠距接見（例：住台

北者，可就近至臺北看守所辦理），透過視訊設備辦理接見。 

二、申請對象：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及

二親等內之姻親。 

三、收容人每星期得應親屬之申請，接受遠距接見 1 次，每次以

30 分鐘為限。  

四、接見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每次可申

請一個時段（半小時）。 

五、程序及方式： 

（一）首次辦理者，須備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及申請單(可向矯正

機關索取)，在預訂辦理遠距接見之一週前，連同身分證明

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以掛

號郵寄或傳真申請等方式，向收容人所在機關申辦遠距接

見；已辦理過遠距接見成功者，可以電話預約專線

（02-23890810）、矯正機關預約接見登記網預約（網址為

http://www.vst.moj.gov.tw/）或以電話直接向本所

（06-2781770）申辦即可。 

（二）收容人所在機關於排定時程後會以電話通知申請人；申請人

亦可於申請接見日之前一日以電話查詢。 

（三）遠距接見核准後，申請人應依排定接見時間，持身分證明文

件親至就近辦理遠距接見之機關，填具遠距接見登記單，經

審核後即可辦理遠距接見。 

（四）申請人因故無法完成遠距接見，請以電話聯繫取消接見；如



未依排定時間辦理遠距接見達 3 次者，收容人所在之矯正機

關得停止其申辦遠距接見 3 個月。 

六、收容人經檢察官、法官諭知禁止接見及通信，或因違規停止接

見者，不得接受遠距接見。 

七、申辦遠距接見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就近辦理遠距接見之

機關得拒絕之： (1)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者。(2)形跡可疑者。

(3)酗酒或精神狀況有異者。另未經辦理登記者，不得代替或

陪同已登記者與收容人接見。 

八、目前各地矯正機關均已配置遠距接見設備，歡迎多加使用。 

 

問 14、請問什麼是電話接見，相關規定為何？ 

答： 

一、電話接見係為便利矯正機關收容人因特殊情事，急需與最近親

屬或家屬聯繫，得以電話接見解決其困難。 

二、申請電話接見之理由如下： 

（一）收容人或其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現罹重大疾病者。 

（二）家庭遭受天然災害或重大變故者。 

（三）收容人最近親屬或家屬因遠道、年邁體衰、殘障、年幼、貧

困無法前來接見者。 

（四）收容人有其他緊急情形，須即時與最近親屬或家屬聯繫解決

者。 

三、電話接見時間自上午 9 時至 11 時，下午 2 時至 4 時。但有特

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每次通話不得逾 6 分鐘，其情形特殊經長官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通話內容應以申請有關事項為限。交談時，不得使用暗語或隱

語。外國籍者得使用所屬國或國際通用之語言。  

六、使用電話費用由收容人或受話者負擔。 



問 15、請問要接見收容人，可以事先預約嗎？  

答： 

一、為縮短收容人配偶、家屬或親屬辦理接見時現場等候之時間，

矯正機關可接受預約接見。 

二、電話語音預約接見專線為 02-23890810，另矯正機關預約接

見登記網（網址為 http://www.vst.moj.gov.tw/），以上系統

可預約一般接見及遠距接見。 

三、現場預約接見可於完成接見登記後，預約下次接見時間。 

問 16、如何辦理電話或網路預約接見？ 

答： 

一、電話預約接見專線號碼為 02- 23890810，請依語音系統操作

指示進行即可。另網路預約請登入矯正機關預約接見登記網

（網址為 http://www.vst.moj.gov.tw）申辦。 

二、申請對象：以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且曾至矯正機關辦理一般接見 1 次以上或曾

辦過遠距接見者。 

三、預約時間：預約接見日之前 7 日 0 時起至前 2 日下午 15 時止，

但截止日若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提前至該例假日或國定假

日前一日截止。 

四、完成預約手續者，可於接見前一日以前揭電話或網址確認是否

預約成功。 

五、申請人無法於預約日期及時段辦理接見者，至遲應於預約接見

日之前 2 日下午 15 時前以網路或電話取消預約。如遇例假日

或國定假日，應提前至該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前 1 日取消預約。 

六、預約接見服務不適用假日接見、春節及國定例假日。  

七、完成預約手續者，請於預約接見時間前 30 分鐘，持身分證明

文件(如身分證、駕照，外國人請持居留證或護照)，辦理報到

http://www.vst.moj.gov.tw/
http://www.vst.moj.gov.tw/


登記手續後，依申請之時段辦理接見。 

八、預約接見申請人應完成該次接見後，始得辦理下一次預約登記。 

九、辦理預約接見時應以真實身分登錄，經查有偽造(謊報)身分者，

取消使用此項服務之資格。另申請人未依預約時間完成該次接

見，6 個月內逾（含）2 次者，自最近 1 次預約接見日起 3 個

月內暫停受理預約。 

問 17、如何辦理現場預約接見？ 

答： 

一、對象：以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為限。 

二、現場預約接見申請時間，自該接見日起二週內為限，且應完成

當日接見登記後，始得預約下一次接見辦理時間。 

三、現場預約接見完成後，機關得提供預約接見完成單作為憑證，

另申請人應於預約接見時間 30 分鐘前，持足資證明身分之文

件，至收容人所在矯正機關辦理報到登記手續。 

四、申請人無法於預約日期及時段前往機關辦理接見者，至遲應於

預約接見日之前 1 日 16 時前以電話取消預約，如遇例假日或

國定假日，應提前至該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前一日取消預約。 

五、申請人未依預約時間完成該次接見，6 個月內逾（含）2 次者，

自最近 1 次預約接見日起 3 個月內暫停受理現場預約。 

六、現場預約接見不適用於每月第一星期之假日接見、春節或國定

例假日之接見服務。 

問 18、貴所收容人之接見的方式是採何種方式？ 

答：本所接見一律採安全玻璃隔開的方式接見，並使用電話對講機

互通訊息，每次通話時間以三十分種為限，依人數多寡必要時

可以延長或縮短時間，現為紓解本所接見情形，每梯次接見時



間一律為十五分鐘，所有對話之內容皆有監聽人員全程錄音監

聽。 

問 19、我跟先生辦完公證結婚後一直沒有時間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結

婚登記，為什麼我還是不能辦理接見呢？ 

答：辦理接見一定要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戶口名簿，以辨識是否為

收容人之親屬，既然身分證件及戶口名簿未登載，就視同為朋

友，必須要等到收容人三級以後方可辦理接見，如有特殊理由

者，可由收容人自行申請接見，或請申請人至本所大門，持相

關證明文件申辦便民服務。 

問 20、因特殊原因如何請求接見？ 

答：有下列事由者得檢附相關證件資料至大門辦理便民服務，並持

核准之接見單至登記室窗口登錄接見次序。 

（一）收容人或其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罹重大疾病者。 

（二）收容人家庭遭受天然災害或重大變故者。 

（三）收容人最近親屬或家屬因遠道者(可由收容人自行提出申

請，延長接見或增加接見)。 

問 21、特別事由接見辦理要件為何？ 

答：為更符合實際，目前已將「特別接見」更名為「特別事由接見」，

指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時，填寫特別事由接見申請單載明具

體申請理由，經機關首長核准勾選填寫核准理由後，始得辦理： 

一、收容人家中發生變故或有其他特殊情事。 

二、申請人身心障礙、罹病或行動不便時。 

三、收容人因語言溝通問題，有翻譯必要時。 

四、矯正機關因管教收容人需要，須請申請人協助時。 

五、其他經矯正機關首長認為有助於穩定收容人身心適應等情形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