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員類別 機關名稱 聯絡單位 聯絡電話

年終慰問金規定面 軍公教人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給與福利處 02-23975562

公務人員 銓敘部 退撫司

各科承辦人員

02-82366616~02-82366633、

02-82366635~02-82366650、

02-82366560、02-82366697、

02-82366705、02-82366724、

02-82366744、02-82366805

教育人員 教育部 人事處給與福利科 02-77366349

軍職人員 國防部

國防部參謀本部人

事參謀次長室人事

勤務處

02-29114145#637026

交通事業人員 交通部 人事處第四科 02-23492539

法務部 人事處 02-21910189#2743

法務部調查局 人事室 02-29112241#2416

法務部廉政署 人事室 02-26309586#2282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人事室 02-27328552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人事室 02-22266555#100

最高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3167667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3713261#631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 人事室 04-22253129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 人事室 06-224364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 人事室 07-5543708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8225112#33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人事室 02-23713261#63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7303028#507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8331911#29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2616192#631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333438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6677999#5102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7-353410#3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4-22232311#505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4-8357274#315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49-2242274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5-6334991#26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5-275352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6-2959731#630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7-2161468#3874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8-7535211#5322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89-310180#21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8237789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3-9253000#237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4651171#1831、1832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6-9217617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兼辦人事 082-312637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機構 082-329957#159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人事室 02-23713261#631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人事室 02-26336650#27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人事室 02-25216555#12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人事室 02-26326939#50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人事室 02-89956888#30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人事室 03-3579573#303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法務部所屬各機關聯絡窗口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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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類別 機關名稱 聯絡單位 聯絡電話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人事機構 03-5153103#30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人事室 04-23751335#21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 人事機構 04-7269435#2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人事室 05-278694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 人事機構 06-2134322#23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人事室 07-2358855#21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 人事機構 08-7366486#230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 人事機構 03-8348516#24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人事機構 03-9320747#120

法務部矯正署 人事室 03-3188396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人事室 03-3191119#2701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人事室 03-3694361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人事室 03-4807966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人事室 03-5222577#237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人事室 04-23891296#143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人事室 04-23840936#209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人事室 04-8968418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人事室 05-6333472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 人事室 05-6362788#151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人事室 05-3621931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人事室 06-2781917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人事室 06-5782405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人事室 07-7882532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人事室 07-6152785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人事室 07-7923735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人事室 08-7785445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人事室 089-345229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人事室 03-8521141#222

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 人事室 03-8703916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人事室 03-9894163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監獄 人事室 02-24651146#238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人事室 06-9211151#1303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人事室 089-672099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 人事室 082-336201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人事室 02-22611711#232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 人事室 02-22748961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看守所 人事室 03-3694361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人事室 03-5222083#306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 人事室 037-361508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人事室 04-23828637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人事室 04-8355182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 人事室 049-2241874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看守所 人事室 05-6362788#151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人事室 05-3623882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人事室 06-2782935#207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看守所 人事室 07-6152785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人事室 08-7781898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看守所 人事室 089-345229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 人事室 03-8235716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看守所 人事室 03-9894163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 人事室 02-24651815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看守所 人事室 06-9211151#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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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之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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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看守所 人事室 082-336201

法務部矯正署連江看守所 人事室 082-336201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人事室 02-86664635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戒治所 人事室 03-4807966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人事室 04-23844747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戒治所 人事室 04-23840936#209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人事室 07-6154080#203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戒治所 人事室 07-7923735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人事室 089-581014#120、121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人事室 089-892041#151、152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 人事室 089-570322

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 人事室 089-221553#115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2-22664274#283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3-3694361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3-5222083#306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37-361508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4-23844747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4-8355182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49-2241874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5-6362788#151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5-3623882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6-2150583#16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7-6154080#203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8-7781898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89-345229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3-8235716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3-9894163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2-24651815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6-9211151#1303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少年觀護所 人事室 082-336201

誠正中學 人事室 03-5575804

明陽中學 人事室 07-6152115#801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 人事室 03-3267192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人事室 04-8742774

公務人員核發面

【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之

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