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109 年度書籍展示活動實施計畫 

一、 目的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以下簡稱本監)為提倡收容人讀書風氣，推廣終身學

習理念，增進職業、生活知能，促進自我成長，並促其重視人文素養與社

會關懷，特邀請優良書商，進入本監辦理書籍展示活動，以加強機關教化

功能。 

二、 書籍展示活動之實施： 

（一）展示月份：預定於 109 年 6、11 月各辦理 1 次。 

（二）展覽期間：佈展時間為展期開始日前 1 日(不含六日)，撤展日期為展期結

束後當日。 

（三）展覽地點:本監崇善堂。 

（四）邀展公告：自 109 年 3 月 16 日（一）至 109 年 4 月 16 日(四)止，於本監

全球資訊網電子公佈欄公告相關資訊(網址：https://www.tpp.moj.gov.tw/)。 

三、 參展書商(以下簡稱書商)應附具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一） 書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

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

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書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書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 納稅證明：屬營業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

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書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

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

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相關文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

納稅證明，得以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

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附表代之。 

四、 領取文件： 

（一）親自領取：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4 月 16 日（四）止，於辦公時間內向本

監教化科(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 2 號)免費索取。 

（二）電子領取：本監全球資訊網免費領取(網址：https://www.tpp.moj.gov.tw/)。 



 

五、 申辦流程： 

（一）書商應填具本監｢書籍展示活動申辦表｣（如附件一），併同相關文件 11 份

（請依申辦表所列附件順序排列整齊），於 109 年 4 月 17 日 17 時前送達

本機關，逾期不受理。 

（二）遇天候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行政院人事資訊網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截止

收件日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日之同一時間。 

六、 參展書商遴選： 

（一）審查作業： 

擇定 1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於本監行政大樓 2 樓會議

室，針對 109 年度參展書商之資格、信譽與契約內容等事項，進行審核遴

選優良書商。 

（二）審查標準（如附件二）：  

經本監教化科先行審查合格者，通知其參加審查會，請書商於審查會當日

派員現場解說（無派員者視為自動放棄解說權，由各委員逕行書面審查），

各書商解說結束，由評審委員現場遴選優良書商共二名，分別辦理本監 109

年度上下年度書展。 

項次 審查項目 說明 配分比例 

1 證明文件 須符合資格規定 無 

2 書商說明 書商簡介 15％ 

3 書類介紹 圖書目錄之種類 30％ 

4 圖書折扣 書目標價之合理性 25％ 

5 辦理實績 辦理書展紀錄實績 30％ 

總   計   100％ 

（三）審查方式：採排序法  

1. 由審查委員就審查項目各項內容進行評分，並於當日審查結束           

後，現場公開審查結果，平均總評分未達 70分者，列為不符合資格規定之

書商。在 70分（含）以上之最高分書商者為第 1名。 

2. 依各審查委員審查結果之名次，計算各別書商之總名次，排名最少者為第 1

名，取前 2 名，個別辦理書展一次。排名第 1 名之書商，具有選擇辦理梯

次之權利，倘若放棄選擇權，則以抽籤方式決定辦理梯次。 

3. 如遇排名相同者，則以平均總評分最高分之書商為第 1名，餘者為第 2名。



 

倘得分仍相同者或 3家書商以上時，由機關抽籤決定之，辦理梯次之擇定，

亦同。 

七、 展覽書籍內容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展覽書籍內容應具有正面、積極、健康、教育意義。 

（二） 展覽書籍須含金石堂或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排行榜、商業理財、文學小說、

人文科技、語言電腦、藝術設計、心靈養生、生活風格等八類暢銷排行十

名內之書籍各五種以上；並應有一定比例之英文原文小說及雜誌。排行榜

以展示期間近 6 個月內之暢銷書排行統計為基準。 

（三） 展覽書籍不得有下列情形： 

1. 展覽書籍應符合本監收容人書報、雜誌檢查之相關規定：展示文字、圖片

及漫畫內容，如有涉及暴力、幫派、紋身、色情、猥褻、有關監所負面敘

述或妨害善良風俗、影響收容人戒護安全或教化者，書商應於書展前自行

篩選，剔除該類書籍，如經購買後發現有上述不宜收容人閱讀之書籍，書

商應無條件更換或退款。 

2. 展覽書籍不得附贈監所未開放收容人持有之物品(如光碟片、撲克牌等違禁

物品)。 

3. 不得展售未列於圖書目錄中之書籍或期刊雜誌、書籤、影音產品、電腦軟

體、電子遊樂器及文具用品；另信紙、信封及卡片等印刷品得予陳列。 

4. 書商展售書籍如少於申請表提出之圖書目錄 5%以上時，本監得通知改善，

經通知後如未改善，本監得取消參展資格。 

八、 書展契約： 

書展契約(如附件三)經簽奉核定後，依該契約與主辦書商簽約，並收繳保證

金新臺幣伍萬元整；該保證金於當次書展履約完成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10 日

內發還。(如當次書商違約無法主辦書展，得由本監依書商遴選結果，另洽

其他優良書商辦理書籍展出活動)。 

九、 參加單位 

安排教區所屬場舍依表定時間參觀展覽，但經場舍主管及教區科員認為不

適宜參觀者，不在此限。 

十、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書籍展示申辦以本監公告之申辦期間為準，其餘時間得不受理。 

（二） 獲邀參展書商若於展示期間開始日前 1 天(不含六日)仍未完成相關場地佈



 

置者，視同放棄參展權利，本監得依書商遴選結果，通知其他優良書商辦

理書籍展出活動。 

（三） 展示活動相關作業，如場地之規劃、佈置與書籍分類標示、編號、包裝、

擺設、運送、保管、解說、文宣海報及撤展等，應由書商自行負責。 

（四） 展示書籍以收容人現場選購為原則，非展示期間，不另予辦理預訂或代

訂。 

（五） 書商派駐工作人員之食宿，概由書商自行負責。 

（六） 參加書籍展示活動之收容人，由本監戒護科負責會場戒護安全，並安排參

展次序及參加時間。 

（七） 書商進行書籍展示活動時，應遵守下列規定事項，如有違反規定或拒絕配

合者，本監得取消或中止書籍展示活動，並追償相關損失，如嚴重違反規

定者，得限制該書商 3 年內不得申請本監書籍展示活動。 

1. 書商應事先提出派駐本監辦理書展活動之工作人員名冊，工作人員進出本

監應提示身分證件供機關查對，並應遵守進入戒護區之相關規定；嚴禁攜

入法務部矯正署規範之違禁物品，例如：行動電話、打火機、香菸、檳榔、

現金等；不得私自離開會場或擅闖其他戒護區域；不得為收容人傳遞物品；

女性工作人員應結伴行動。 

2. 書商於展售期間，應每日製作當日收容人購書價款明細表一份，供本監總

務科扣款對帳使用。 

3. 書商應於書展結束後 5 日內辦理結算請款手續，經本監總務科核對無誤後，

自收容人保管金代為扣繳以支付購書款項。 

（八） 書商應於展示活動取消、中止或結束後，於第 2 點第 2 款規定之撤展期限

內撤離，將場地恢復原狀，並負責環境清潔及維護。 

（九） 書商若於展示期間若有損害公物或器材設備，需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參

展書商應填具切結書(如附件四)。 

十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2019-nCOV/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之疫情，為維

護活動參與者健康，本計畫得視疫情發展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而滾動式

調整或取消。 

十二、 本計畫經簽奉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請修訂之。 

 

 

 



 

附件一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109年度書籍展示活動申辦表 

書商應備文件 

書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附件 1 

納稅證明 附件 2 

書商之書籍展示活動計畫書 附件 3 

展示書籍圖書目錄清單及數量 附件 4 

書展工作人員、進出貨流程、展售及收付款管理計畫 附件 5 

承辦書展活動紀錄、經驗、績效或滿意度分析資料 附件 6 

現場布展動線規劃示意圖(含各類書籍陳列區域標示) 附件 7 

提供收容人圖書展售條件 

金石堂或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書排行榜書籍之折扣數 折 

近 6個月優良暢銷書之折扣數 折 

一般圖書之折扣數 折 

特價區書籍之折扣數 折 

嘉惠無力購書收容人方案(有或無)  

售後服務(退換貨條件)  

書商名稱：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109年度書籍展示活動審查委員會審查表（範例） 

編號 書商名稱 
證明文件 

需符合規定 

書商說明 

15％ 

書類介紹 

30％ 

圖書折扣 

25％ 

辦理實績 

30％ 
評分 名次 

1 ○○有限公司 資格審查 書商簡介 

1.網路書店排行榜書籍 

2.近 6個月優良暢銷書 

3.一般圖書 

4.特價區書籍 

1.○折 

2.○折 

3.○折 

4.每本特價○元 

實績紀錄 

  

2 ○○出版社 資格審查 書商簡介 

1.網路書店排行榜書籍 

2.近 6個月優良暢銷書 

3.一般圖書 

4.特價區書籍 

1.○折 

2.○折 

3.○折 

4.每本特價○元 

實績紀錄 

  

3 ○○書局 資格審查 書商簡介 

1.網路書店排行榜書籍 

2.近 6個月優良暢銷書 

3.一般圖書 

4.特價區書籍 

1.○折 

2.○折 

3.○折 

4.每本特價○元 

實績紀錄 

  

4 ○○圖書 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 

1.網路書店排行榜書籍 

2.近 6個月優良暢銷書 

3.一般圖書 

4.特價區書籍 

1.○折 

2.○折 

3.○折 

4.每本特價○元 

實績紀錄 

  

 
備註：1.平均總評分未達 70分者，列為不符合資格規定之書商，在 70分（含）以上之最高分書商為第 1名。 
      2.依各審查委員審查結果之名次，計算各別書商之總名次，排名最少者為第 1名，取前 2名，個別辦理書展一次。排名第 1名之書商，具 
        有選擇辦理梯次之權利，倘若放棄選擇權，則以抽籤方式決定辦理梯次。 

 3.如遇排名相同者，則以平均總評分最高分之書商為第 1名，餘者為第 2名。倘得分仍相同者或 3家書商以上時，由機關抽籤決定之，辦 

        理梯次之擇定，亦同。                                                                                                                                           

審查委員：                       (簽名) 

附件二 



 

附件三  

 書籍展示活動契約書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以下稱甲方)同意由                         

   (以下稱乙方)在甲方指定地點為收容人辦理圖書展覽，活動期間雙方應遵守下列約定   

   事項： 

一、 展出地點：臺北監獄戒護區崇善堂 

二、 展出期間：109年     月    日起至 109年     月    日止，並應配合甲方

作息時間實施。 

三、 場地佈置：乙方負責於展期開始日前 1日(不含六日)佈展，展期結束後當日撤

展。 

四、 訂購圖書：乙方預先準備購書扣款單(一式三聯，收容人一聯、甲乙雙方各一聯)，

收容人有意購買圖書時，應當場填寫扣款單，所購之圖書由監方檢查後發給。 

五、 書款給付：甲方辦理收容人購書扣款，於活動結束後十日內結清展出期間收容

人訂購之書款予乙方。 

六、 乙方進行書籍展示活動時，應遵守下列規定事項。如嚴重違反規定者，得限制

該書商 3年內不得申請書籍展示活動。 

（一） 乙方工作人員不得攜帶任何違禁物品進入戒護區。 

（二） 凡攜帶行動電話或甲方查禁之物品，應寄放在甲方檢查站之保管箱內。 

（三） 甲方檢查站實施人員與書籍檢查，乙方不得拒絕。 

（四） 不得與甲方收容人從事非關書展之活動，亦不得任意離開展覽會場。 

（五） 不得私自要求接見甲方之收容人，或代收容人傳遞財物。 

（六） 乙方工作人員行動應有甲方人員陪同，女性工作人員避免穿著暴露之服裝，並

隨身攜帶本監配發之警報器。 

七、 書展約定： 

（一） 所有展出圖書應具積極、健康、教化、揚善之意義。 

（二） 展覽書籍須含金石堂或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排行榜、商業理財、文學小說、人

文科技、語言電腦、藝術設計、心靈養生、生活風格等八類暢銷排行十名內之

書籍各五種以上；並應有一定比例之英文原文小說及雜誌。排行榜以展示期間

近 6 個月內之暢銷書排行統計為基準。 

（三） 展出圖書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未列於圖書目錄中之書籍或期刊雜誌、書籤、影音產品、電腦軟體、電子遊樂

器及文具用品(信紙、信封及卡片等印刷品得予陳列)。 

2. 圖片裸露三點或隱含不當性暗示。 

3. 有關監所負面之內容：如絕食、脫逃、暴動、自殺等。 

4. 涉及暴力、幫派、色情淫穢內容之書籍。 



 

5. 附贈有礙戒護安全之物品：如光碟片、骰子、撲克牌等。 

6. 陳列武俠小說及漫畫類書籍，不得陳列超過總數的十分之一。書展前乙方應先

自行篩選，剔除該類書籍。 

7. 其他足以影響囚情安定與管理秩序之書籍。 

八、 書展保證：乙方應於簽訂契約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萬元整予甲方，作為履約

保證。甲方應於書展結束後十日內，無息全額發還。 

九、 違約罰則：乙方如違反本契約之規定時，甲方得予沒收保證金，乙方不得異議。

如乙方違約情節重大，甲方亦得中途要求停止辦理書展，乙方不得異議，並放

棄任何求償之權利。停止辦理後，乙方應於一日內撤離，若乙方拒不撤離，甲

方於必要時得將書籍集中保管或留置，因此所生之毀損滅失甲方恕不負責。 

十、 附帶約定：乙方工作人員展出期間，應配合甲方承辦人員或管教人員之引導與

協助。會場如有任何爭議，應會同甲方人員處理。乙方工作人員不得超過五名(名

單及簡歷事先送交甲方)，其餐飲應自行處理。乙方出售之書籍如有缺頁、污損

之情形，應於五日內負責更換。 

十一、 管轄約定：有關本契約所生爭議合意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 契約附則：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持一份，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 

  議補充之。 

                 立契約人 

甲  方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謝琨琦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 2號 

乙  方   公司行號名稱： 

營利事業登記證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 

典  獄  長 



 

附件四 

切    結    書 

本書商                         受邀參與貴監 109年度書

籍展覽活動，願意遵守貴監「109年度書籍展示活動實施計畫」相

關規定及應行注意事項，並依照本書商活動申辦表展售條件與其附

件內容及機關要求配合事項辦理。 

 

        此致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立書人 

 

       書商名稱：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