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地區在日據時代原無監獄之設置，
光復後，經澎湖縣參議會之建議，始於中華
民國38年11月派謝福慈為澎湖監獄典獄長負
責籌備。民國39年4月，賃馬公鎮石氏木造樓
房一棟，暫充辦公處所及收容人犯之房舍，   
 並積極籌備與建監獄。 

1 



中華民國39年10月20日報奉行政院核准撥用馬
公鎮紅木埕兩段土地，為興建澎湖監獄用地，於40
年7月開工，同年11月6日完工。41年復請款續建工
場及圍牆，至此澎湖監獄建築初具雛形。 

2 



中華民國40年所建舍房過份簡陋，經本監迭   
次反映，乃於民國52年奉核撥新台幣60萬元整，鳩
工興建日新大樓。仿照原高雄看守所之建築型體，
於民國53年1月28日開工，同年6月16日完工。因人
口增加經濟成長犯罪率隨著逐年增加，各監獄均擁
擠不堪，73年開始籌劃新監。 

3 



奉｢改善監所六年計劃｣新監於77年底完工遷入
現址，建築物坐北朝南，建築型態方正莊嚴。應運
法務部矯正署成立，於民國100年1月1日機關名稱變
更為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看
守所及法務部矯正署澎湖少年觀護所合署辦公。 

4 



中華民國36年6月10日台灣高等法院
訓令，受文者: 澎湖監獄即日起施行『羈
押法』抄摘-1。 
註：『羈押法』中華民國35年1月19日國
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39 條。 

5 



台灣高等法院訓令，受文者: 澎湖
監獄『羈押法』抄摘-2。 

6 



民國36年6月10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受文者: 
澎湖監獄即日起施行手抄『被告接見規則』計14條
條文，民國52年9月廢止。 
註：中華民國行憲之前（即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以前），臺灣的監獄制度並未完全真正法制化，
除少數法律外，許多規範仍都只是由行政機關直接
以「命令性質」訂定之。 

7 



中華民國36年6月10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
受文者: 澎湖監獄即日起施行，『律師接見被
告規則』手抄計7條條文。民國52年9月廢止。 

8 



中華民國36年6月10日台灣高等法院
訓令，受文者: 澎湖監獄起即日起施行，
『受刑人接見規則』手抄計16條條文，民
國52年9月廢止。 

9 



中華民國37年10月1日實施『假釋審查
規則』手抄-1 

10 



中華民國37年10月1日實施『假釋審查
規則』手抄-2 

11 



中華民國37年11月27日司法行政部定頒
手抄『戡亂時期監犯臨時疏通辦法』計內容
條文10條。 

12 



中華民國23年11月29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37年5月19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此修正
『戒嚴法』文卷為民國37年手抄本，計13條條文。 
註：中華民國 38 年 5 月 19 日臺灣省政府主席
兼警備總司令陳誠以維護臺灣治安秩序為由，發
布「戒嚴令」，正式實施戒嚴，直到中華民國 76 
年 7 月 15 日才解除戒嚴。 

13 



中華民國38年2月28日台灣高等法院
訓令，會訓牘字第1601號，事由：奉令抄
發『接戰區域司法機關應變辦法』計17條
條文通飾知照由，受文者: 新竹少年監獄。 

14 



中華民國39年4月29日台灣高等法院
訓令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各院縣監
所應行造報各項表冊』及有關法令。 

15 



中華民國39年4月29日監所應行造報各項表冊： 
一.監所員役人數半年報。 
二.看守所附該監獄人犯月報。 
三.看守所人犯月報。 
四.看守所內部狀況半年報。 
五.法院監所經費半年報。 

16 



中華民國 37 年所訂頒的『假釋審查規則』
前經司法行政部37年9月法字第38709號擬呈奉
行政院指令備案民國37年10月1日實施。民國39
年5月1日奉令抄發一份轉仰遵照由。臺灣高等
法院令請本監抄發假釋審查規則照辦為要，計
23條條文。受文者: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17 



中華民國39年5月1日原司法行政部37年12
月31日訂定『捐款改良監所獎勵辦法』，以全
圓卷計算，因現時幣制變更，故台灣高等法院
奉令轉飾遵照：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抄修
正『捐款改良監所獎勵辦法』計7條條文。 

18 



中華民國39年5月1日修正『捐款改良監
所獎勵辦法』手抄。 

19 



中華民國39年6月19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會
訓字第6076號，受文者: 澎湖監獄，案奉司法行政
部39年6月9日台訓秘字第283號訓令內開：奉行政院
39人第2588號訓令人事行政權責劃分辦法業經制定
公佈應立即通飾施行，此令摘抄『國軍戰時人事行
政權責劃分辦法要點』計21條條文一件。 

20 



中華民國39年6月28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會訓
牘字第6883號，受文者: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總統諭外省藉黨軍政公務人員為熟悉民情溝通
情感增加工作效率起見，可利用公餘時間學習台語，
以集體教學或其他適當方法學習。 

21 



中華民國39年7月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年度會計『預算科目流用表』。 

22 



中華民國39年7月3日台灣澎湖監獄39年成立，
召開第一次監務委員會會議紀錄，主席:單秀樺，主
席報告:奉台灣高等法院暨澎湖地方法法院令須戒嚴
地域監犯臨時處理辦法一份限期查報本監合於辦法
人犯憑核現已由總務課名藉股提出合於該辦法規定
刑期人犯名單個委員嚴格審查。 

23 



中華民國39年8月15日台灣澎湖監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主席:單秀樺，主席報告:本
監遵院令依照戒嚴地域監犯臨時處理辦法辦理
人犯保釋前月呈報一次現已由名籍股初審刑期
提出合於該辦法。 

24 



中華民國39年8月26日台灣澎湖監獄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時間:，主席:單
秀樺，記錄:趙德茂，討論事項:七月份公
教人員配給食米每公斤八角九較市價相差
無幾且手續複雜就應如何應對處理。 

25 



中華民國39年10月台灣澎湖監獄委
員會第四次獄務委員會議，主席:單所長
兼典獄長，主席報告:一.召開聯席會議
宗旨。二.討論事項為本年八月份起本監
同仁之物配問題與中秋節如何渡節及公
伙團應行改善等。 

26 



中華民國39年10月5日台灣高等法院訓
令，，訓監(一)字第11701號事由:為各監現
任年幼身弱看守長及看守應于解雇以資整頓
通飭遵照辦理由。查監所看守長及看守職司
戒護極為重要自不容循情濫用以致流弊叢生。 

27 



中華民國39年10月7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訓
人字第11807號，受文者: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查本省各縣市地方自治業以開始實施，個種選
舉已分期分區定期，各級公教人員遇有上項各種選
舉，應踴躍參加投票，如無故不到以曠職論。 

28 



中華民國39年12月23日，台灣高等法
院訓令，事由:据呈請動用三十八年度結餘
經費修建間房一案指仰遵照由。受文者:40
年1月16日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長單秀驊。 

29 



中華民國40年3月13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訓總
字第3591號。事由:奉部令發各地司法『克難農場通
則』仰遵照訂定詳細辦法迅速實施由。計12條條文。
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司法人員責重事繁生
活艱困為人共悉策以國難嚴重財庫支拙惟有公餘之暇
共同努力增加生產以期克服。民國52年9月廢止。 

30 



中華民國40年4月25日台灣高等法院代電
報電會(一)字第6123號，事由:据申請流用三
十九年度囚糧經費結餘以添囚衣褲等費用。 

31 



中華民國40年11月27日台灣高等法院電
報令：澎湖監獄仰迅為颱風損壞重修工程費
確數遵照前令。 

32 



中華民國40年10月台灣高等法院澎湖監獄向
臺灣電力公司申裝『用電申請單』。 

33 



中華民國40年8月21日臺灣省政府農
林廳林產管理局竹東林場，臺灣高等法
院澎湖監獄來場提貨及『配售木材結算
通知單』。  

34 



中華民國40年8月10日，臺灣高等法
院澎湖監獄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理局
竹東林場『木材交貨辦法』。 

35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事
『公務員履歷表』。 

36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事
離職人員交代證明單。 

37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事
因身患疾病醫生診斷需安靜療養數週後康復
開始工作，准予辭職並賜發給服務證明書。 

38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
事暫支日薪借據。 

39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事
派令:許石鉄暫代作業導師日薪七十元。 

40 



中華民國40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
事派令:派劉宗正為看守長。 

41 



中華民國40年澎湖監獄總務建築費暨
建房預算書。 

42 



中華民國40年元月澎湖縣長裕營造廠
參加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辦公廳新建工程
『工程估價單』 

43 



中華民國40年7月25日，澎湖監獄電報請
示：台灣高等法院，本監修建工程可否准許
丙等廠商參加投標，保留原交通部電信局電
報單。 

44 



中華民國40年3月27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
訓人字第0002號，「員丁員額總表」，案奉司法
行政部40年3月23日台40指人字第320號指令受文
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45 



中華民國40年台灣高等法院各地方法院看
守所40年度「員丁員額總表」員役合計43名。 

46 



47 

中華民國40年3月，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公
務員任用審查案業銓敘部審定詳情照由。 



48 

中華民國40年交通部電信局電報單。台灣光復，
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於34年11月1日成立「郵
電管理委員會」接管全台郵電業務，35年1月交通部
統一全國電信機構組織，台灣郵電業務劃歸交通部接
辦，於同年5月5日成立台灣郵電管理局，試行郵電合
辦，但結果未如理想，交通部乃於38年4月1日核准台
灣郵電管理局改組，分別成立台灣郵政及電信兩管理
局，台灣電信管理局直屬於交通部電信總局。 



49 

中華民國40年3月，台灣高等法院訓令，
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為制定
台灣各地法院監所委任以下職員『工作職掌
分配表』令希轉查報佈由。 



50 

中華民國40年10月29日，台灣高等法院
訓令，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
奉令『台灣省准許人民入境出境辦法』一案
轉仰之照由。 



51 

中華民國41年台灣高等法院各地方法院看
守所人事41年度「員額總表」員役合計32名。 



52 

中華民國41年6月18日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受文者：澎湖監獄，事由：規定假釋或調役人
犯申請戶籍登記處理辦法。 



53 

中華民國41年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前、
後任機關所長『政績交代比較表』。 



54 

中華民國42年台灣澎湖監獄『慈惠費』。
(早期社會各界善心人士捐贈給監所收容人金錢
物資)。 



55 

中華民國42年賞獎金明細表(現行收容人作
業獎勵金)。 



56 

中華民國42年台灣澎湖人員因職務異動時
將已辦未了事件列入清冊，以明責任。 



57 

中華民國42年臺灣澎湖地方法院看
守所移交執行人犯清冊。 



58 

中華民國42年7月7日，台灣高等法院人
事室令，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事管
理員。事由:為令抄發建立人事新風氣以配合
反攻復國案。 



59 

中華民國42年8月25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令發台灣
『監所管理人員訓練辦法』等件仰知照由。 



60 

中華民國42年9月，台灣高等法院令受文
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令抄發『戰亂
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辦法』。 



61 

中華民國42年9月『戰亂時期檢肅
匪諜舉辦聯保辦法』手抄。 



62 

中華民國42年1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受文
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訂頒『台灣各監
所管理人員雇用』辦法。 



63 

中華民國42年12月訂頒『台灣各監所管理
人員雇用辦法』手抄。 



64 

中華民國42年8月25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令內
監字第455號，事由:令發台灣監所管理人員訓練辦法
等件仰知照由。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副本抄送
『台灣監所管理人員訓練辦法』計11條條文。奉司法
行政部42年8月19日令監字第4132號核定。 



65 

中華民國42年8月19日奉司法行政部令
監字第4132號核定，『台灣監所管理人員
訓練班訓練大綱』手抄，計8條條文。-1  



66 

中華民國42年8月19日奉司法行政部令監
字第4132號核定，『台灣監所管理人員訓練班
訓練大綱』手抄，計8條條文。-2 



67 

中華民國42年8月19日奉司法行政部令監
字第4132號核定，『台灣監所管理人員訓練班
課程綱要』手抄，計3條條文。 



68 

中華民國42年5月12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會所(二)字第10011事由:令頒編財產增減表財產
目錄及移交財產目錄應行注意補充事項。 



69 

中華民國43年4月2日台灣澎湖監獄修建工
程『招標公告』。(一)工程名稱(二)投標資格
(三)登記日期(四)工地說明(五)開標日期(六)
押標金(七)附註。 



70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總務修
建工程招標『標單』。 



71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台灣澎
湖監獄總務修建工程『投標紀錄』。 



72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台灣澎
湖監獄總務修建工程華記營造廠『估價單』。 



73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台灣澎
湖監獄總務修建工程『不動產擔保品證物清
單』。 



74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總務修
建工程『公證書』。 



75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總務修
建工程『契約書』。 



76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總務修建
工程『興工報告書』。 



77 

中華民國43年4月9日台灣澎湖監獄修建工
程『營繕工程驗收證明書』。 



78 

中華民國43年2月台灣澎湖看守所員工『結
婚補助』申請。 



79 

中華民國43年交通部電信局電報。受文澎湖
監獄：內容：電悉本部人員不敷派任請自辦審核。 



80 

中華民國43年台灣澎湖監獄地方法院羈押
刑事被告情狀錄(現行性行考核表)。 



81 

中華民國43年3月台灣澎湖監獄總
務新建工廠等工程圖書等件令知照。 



82 

中華民國43年4月台灣澎湖監獄總務建修
工程招標公告。 



83 

中華民國43年4月22日台灣澎湖監獄總務遵
約興工報告書理應報請均察備查並派員督導為禱。 



84 

中華民國43年4月台灣澎湖監獄總務
修建工程標單-1 



85 

中華民國43年4月台灣澎湖監獄總務修
建工程標單-2 



86 

中華民國43年台灣澎湖監獄總務工廠教
誨堂圍牆工程新建工程出價單。 



87 

中華民國43年4月台灣澎湖監獄總務工廠教
誨堂圍牆工程底標。 



88 

中華民國43年4月台灣澎湖監獄總
務工廠教誨堂圍牆工程投標紀錄表。 



89 

中華民國43年台灣澎湖監獄總務新建教誨
堂工場及圍牆工程不動產擔保品證物清單。 



90 

中華民國43年台灣澎湖監獄總務工場教
誨堂圍牆新建工程契約-1。 



91 

中華民國43年台灣澎湖監獄總務工場
教誨堂圍牆契約書-2。 



92 

中華民國43年6月24日，台灣高等法院
令，事由:令核定各監所43年度員額編制表
希知照由。受文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員
額編制計23名。 



93 

中華民國43年8月台灣澎湖監獄員工喪婚醫
藥生育災害及子女教育補助類用請書 



94 

中華民國43年8月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
理局函文台灣澎湖監獄，派員提領木材。 



95 

中華民國43年12月台灣澎湖監獄工程報
名登記表。 



96 

中華民國43年4月24日台灣高等法院訓令，
令人字第8522號，事由:為奉令各機關雇用管理
員應公開招考以杜絕濫用私人仰知照由。  



97 

中華民國43年4月『國父紀念月會辦法』各
機關學校軍隊或民眾團體每月上旬舉辦一次每次
一小時為度。 



98 

中華民國43年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43年度判自第1626號，不服台灣澎湖地方
法院一審判決上訴43年10月9日『刑事判
決』。 



99 

中華民國44年6月台灣澎湖監獄，事由:僅檢
呈本監女犯准許攜帶女子情形調查表。受文者:
台灣高等法院。 



100 

中華民國44年12月30日台灣澎湖監獄防波
堤新建工程『工程結算單』計新台幣肆仟壹百
柒拾貳元五角五分。 



101 

中華民國44年12月30日台灣澎湖監獄防波堤
新建工程『營繕工程驗收證明書』計新台幣肆仟
壹百柒拾貳元五角五分。 



102 

中華民國44年6月ooo『監所管理人員訓練
結業證書』。 



103 

中華民國44年10月20日司法行政部谷部長
蒞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員視察。 



104 

中華民國44年度，台灣澎湖監獄軍事犯
因糧券。 



105 

中華民國44年2月22日，台灣高等法院
令，事由:奉盼發監所作業設備折舊。受文
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106 

中華民國44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監二字
第316號，事由: 出獄人通知及竊盜犯與殺人犯初犯
和累犯混居一室等一案令仰，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初犯和屢犯混居一室初犯易受慣犯薰染並授予技術
結黨拜師，為害社會治安甚大，應分類分界分區隔
離監禁。 



107 

中華民國44年3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監
(二)字第5913事由:為私役人犯應嚴厲禁止。受
文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希各監所所長嚴
禁職員假借職務之便利使用人役尤應嚴厲禁止
否則定予嚴懲。 



108 

中華民國44年6月ooo『監所管理人員第五
期徽章』。 



109 

中華民國44年3月21日，台灣澎湖地方法院檢
察處，事由:請即檢送有關資料徑行囑託高雄監獄
辦理。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10 

中華民國44年1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事由:
奉令各監獄假釋人犯須切實際遵守假釋檢查規則
和保護管束規則則辦理。 



111 

中華民國44年4月18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受文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事由:奉示為
看守所辦理『被告性行考核暫行辦法』訂於本
年4月1日實施一案轉仰遵照由。 



112 

中華民國44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事由: 
密，台灣全省由法院判決在監獄執行之內亂犯，
現有若干名希能查明具報。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13 

中華民國44年6月16日，台灣高等法院
令，事由:令轉發高等以下各級法院羈押被
告移返辦法。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14 

中華民國44年9月台灣澎湖監獄戰亂時期
處理監所人犯保釋保狀。 



115 

中華民國44年9月，台灣高等法院令，
令監(一)字第25812號，事由:奉令各監所對
于押票釋票提票還放票應立即填回證交法警
帶回不得遲延以杜流弊。 



116 

中華民國44年1月，台灣高等法院令，
事由:奉令各地發法院看守所部分戶籍表及
『刑事被告性行考核暫行辦法』。受文者:
各地方法院。 



117 

中華民國44年1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監
察(三)字第0119號，事由:據呈受刑人ooo一名
已合動員勘亂時期監所人犯處理條例保釋之規
定，並經監務委員會通過呈請假釋，應予照准。 



118 

中華民國44年1月22日台灣澎湖地方法院
檢察署文，查竊盜被告ooo執行勞役在案，奉
令召集，准予繳納罰金釋放入營。 



119 

中華民國44年2月16日澎湖監獄保釋受刑人
通知書。通知： 
澎湖地方法院檢察官 
澎湖警察局 
澎湖縣湖西鄉公所 
澎湖區司法保護分會 
澎湖縣馬公分局沙港派出所 



120 

中華民國44年2月16日澎湖監獄保釋受刑人
報到單。保釋後應遵守注意事項外特發給報到
單，於五日內持向澎湖縣馬公分局沙港派出所、
澎湖區司法保護分會、澎湖縣湖西鄉公所報到。 



121 

中華民國44年2月動員勘亂時期處理監所
人犯保釋保狀，保人之責任謹依動員勘亂時期
監所人犯處理條例保釋之規定，請將ooo一名保
釋，如有故縱期逃亡或使隱避情事，保人願負
法律上藏匿人犯罪責。 



122 

中華民國44年12月5日，台灣高等法院令，事
由:奉令加強『公設辯護制度』轉希遵照由。受文
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為保障人權及優良制
度，應發揮效用勿流於形式。 



123 

中華民國44年4月7日，台灣高等法院令，事
由:作業生產與技能訓練應同時並重通令遵照辦理
由。受文者: 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124 

中華民國44年2月20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令監字第0579，事由:奉頒發『監所作業折舊辦
法』。轉仰遵照由。查監所會計制度使於43年
12月30日頒發實施，為期各監所一致執行規定，
特定辦法。計條文內容8條。 



125 

中華民國44年5月11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事由:為奉關於拘役與易服勞役人犯參加作業
應給予勞作金一案。受文者: 澎湖地方法院
看守所。 



126 

中華民國45年1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牘正字
第00591號，事由：層奉行政院令臺灣省為實施
『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 



127 

中華民國45年5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牘明字
第14660號，事由：為因案停職公務人員應照卸任
人員例辦理交代，以明職責。 



128 

中華民國45年5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牘
正字第14293號，事由：抄發臺灣省內『汽油
管制辦法』轉希知照由。計條文內容7條。 



129 

中華民國45年台灣高等法院各地方法院看守
所四十五年度「編制員額總表」，員額合計20名。 



130 

中華民國45年3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事由:
奉頌監辦理人犯戶籍統一辦法自本年4月1日實施
佈即。 



131 

中華民國45年8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人字第
23290號，事由：層奉總統手諭為黨政機關不得發
起祝壽有關之任何舉動並嚴禁募款為要由。 



132 

中華民國45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牘正
字第03714號，事由：奉令本年農曆春節各機關
及公營事業員工應切實推行戰時生活革除不良陋
習。(一)不送禮不收禮(二)不請酒不赴晏(三)力
行節約(四)提倡正當愉樂。 



133 

中華民國45年2月11日，台灣高等法院令令
牘正字第03714號，事由：『對匪策反工作綱要』
(密不錄由)。 



134 

中華民國45年1月台灣高等法院訓令，令監
(一)字第02239號事由:指高雄監獄呈報受刑人攜
帶女孩入監執行一案。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35 

中華民國45年5月，台灣高等法院訓令，事由:
奉令施以感化教育處之對象以年齡十四歲以上十
八歲未滿。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36 

中華民國45年7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監
字人(一)字第19273號，事由:奉查各監舍房
容額，以期明瞭實際可收容人數。受文者:台
灣澎湖監獄。 



137 

中華民國45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監字人
(一)字第號，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事由：調查無
身分證之受刑人兵役期滿獲保釋出監時，通知其原部
隊領回。數月來偵訊逃兵中發現很多逃亡者，離開部
隊故意觸犯法綱，使當地警察機關姐解送地方法院判
刑執行期滿，取得判決書及出獄證明，申報戶口取得
身分證，掩飾身份。如匪諜用此方法，為害社會。 



138 

中華民國45年3月，台灣高等法院訓令，
事由:『人犯辦理戶籍登記人犯統一辦法』規
定。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39 

中華民國45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催辦令，令監字
人(一)字第02948號，事由:奉令轉飾就「出席聯合
國第一屆防止犯罪暨罪犯處遇會議報告表」提供意
見，勿再稽延為要。受文者:台灣澎湖監獄。 



140 

中華民國45年11月9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令監(二)字第29614號，事由:查監所文卷保
存期限尚無文明規定，為期便於管理管理統
一起見，當經本院擬具『監所文卷期限規程』
草案及文卷保存期限。計8條文。 



141 

中華民國45年2月，台灣高等法院令，令
監(二)字第03283號，事由:奉令頒發『監所
服務人員服制規則』計20條文。受文者:澎湖
地方法院看守所。 



142 

中華民國45年5月15日，台灣高等法院令，令
牘正字第13283號，事由:抄發司法行政部組織法增
定條文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組織條例。受文者:澎
湖地方法院看守所。奉 總統45年4月20日令：內政
部調查局組織條例予廢止；茲制定司法行政部調查
局組織條例公布此令。計27條文。 



143 

中華民國45年5月26日，台灣高等法院令，
令牘正字第13361號，事由:抄發內政部處理
『公務分層負責實施辦法』計7條文，以為提
高行政效率。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144 

中華民國45年5月4日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房屋租賃契約書經台灣澎湖地方法院公證儀式。 



145 

中華民國45年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戰亂
時期處理監所人犯『保釋保狀』。 



146 

中華民國45年各地發法院看守所辦理
『刑事被告性行考核暫行辦法』。 



147 

民國46年行政院主計處委任人員46年年考
考績清冊。 



148 

中華民國48年5月，台灣高等法院函，事由:
積極辦理人犯疏散及安全措施希遵辦理具報由。
受文者:澎湖監獄。 



149 

中華民國48年9月，台灣高等法院函，事由:各
機關內建房屋對於水火颱風地震等可能朝壽之損害
英特加注意。受文者:澎湖監獄。 



150 

中華民國48年台灣澎湖監獄作業科參加南
區監所作業成品展覽。 



151 

台灣澎湖監獄50年代以前銅製器具，早期用
於出、收封，教化文康活動及示警之用。 



152 

本監受刑人張國平因殺人未遂罪判處7年
6月徒刑，於民國51年12月4日2200時許乘機
脫逃。本監當日便展開查緝並於次日立刻函
請警局等治安機關協助查緝。52年1月26日上
午10時許，被本監戒護人員在馬公市民權路
發現並捕獲，計逃亡53日。 



153 

中華民國52年11月1日，台灣高等法院
令，令監(一)字第27167號，事由:令轉『受
刑人外役隊設置辦法』一份。查『受刑人外
役隊設置辦法』業經呈奉行政院五二年台五
二法字第6836號令准予備查。條文內容計29
條。 



154 

中華民國52年12月17日台灣澎湖監獄監房
新建工程招標公告刊登於澎湖縣建國日報。 



155 

中華民國52年奉核撥新台幣陸拾萬元整，
鳩工興建台灣澎湖監獄日新大樓。 



156 

中華民國52年鳩工興建台灣澎湖監獄日新
大樓『工程招標底價單』。 



157 

中華民國52年5月感於職員宿舍不足，乃
爭取經費購買材料，仿當時高雄地方法院司法
新新邨丙種宿舍式樣建築；為節省工程費，由
本監作業課承購料自行承建，於53年6月1日完
工。 



158 

中華民國53年10月，(53)公文字第28468
號，事由：轉頒司法行政部所屬機關業務檢
查辦法仰遵照確實辦理，台灣高等法院令。
條文內容計15條。 



159 

中華民國53年6月1日台灣澎湖監獄完工
後日新樓照片。 



160 

中華民國53年6月1日完工後日新樓重建紀
念碑(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棻題) 



161 

中華民國53年6月1日完工後日新樓重建
紀念碑(司法行政部高等法院院長孫德耕題) 



162 

中華民國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門牌號碼。 



163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晨間升旗典禮。 



164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開、
收封情形。 



165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戒護人員檢查
警棍裝備情形。 



166 

中華民國52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開、收
封安全檢身情形。 



167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出封作
業情形。 



168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舍房，
收容人出封後內務擺設情形。 



169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舍房外
部情形。 



170 

中華民國53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收封點
名情形。 



171 

中華民國53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運動
前做體操情形。 



172 

中華民國53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文康教
化活動。 



173 

中華民國54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文康
教化活動。 



174 

中華民國54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文康
活動拔河。 



175 

中華民國54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文康
活動－桌球比賽。 



176 

中華民國54年間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文康
活動－籃球比賽。 



177 

中華民國54年間台灣澎湖監獄職員辦公情形。 



178 

中華民國54年間收容人作業場所皮製工場：
本監同仁訂製皮鞋及接受民間訂製，並承攬民
間手工代工，如縫製棒球綿線、塑膠彩球組裝
等。 



179 

中華民國54年間收容人作業場所洗衣工
場作業情形。 



180 

中華民國56年6月澎湖地方法院看守
所新建隔離舍工程『合約書』。(現行招
標工程契約書) 



181 

中華民國56年12月28日澎湖地方法院看守
所新建隔離舍工程『營繕工程結算表』。(現行
工程結算證明書)。 



182 

中華民國58年台灣澎湖監獄員工辦理『自
強活動』。 



183 

中華民國60年月12月22日台灣高等法院人事
派令。現任司法部秘書胡o雷派任台灣澎湖地方
法院看守所所長。 



184 

中華民國60年台灣澎湖監獄收容人外役雇
工作業照片。 



185 

中華民國60至65年期間，澎湖監獄教化科在各
工場裡面挑選對音樂和樂器有興趣的收容人，組成
了日新樂團，成員共有20位，日新樂團在當時澎湖
地區是一個較有規模的樂團團體。日新樂團主要在
協助澎湖公務機關舉辦各項晚會活動表演，以及在
民間喪禮舉行時協助伴奏音樂。 



186 

中華民國63年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計6點，並自63年11月1日起施行。 



187 

中華民國64年3月台灣高等法院函：64人
(二)字第03051號，台灣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主
旨：軍公教退休金優惠儲蓄存款存款利率調整
為19.125%，自64年2月22日起生效。 



188 

中華民國65年12月9日台灣澎湖地方法院
看守所人事派令：令派鄭ooo為本所『所丁』
由。 



189 

中華民國67年11月8日司法行政部監獄司函
台67監函535號，受文者:澎湖地方法院看守所。
主旨：茲檢送武器配件裝備調查表一份。 



190 

中華民國69年11月8日時任行政院長將經國
蒞臨澎湖視察。 



191 

中華民國70年7月9日管理員ooo，為協助支
援同仁，不幸於混亂中被玻璃刺中頸部，血流
不止，因公殉職，為臺灣監所第一位被人犯襲
擊身亡管理員。 



192 

中華民國70年臺灣澎湖監獄收容人『三
民主義教育』演講集會。 



193 

中華民國70年代臺灣澎湖監獄監所管理
員夏、冬季制服照片。 



194 

中華民國70年臺灣澎湖監獄監收容人外役雇
工作業照片。 



195 

中華民國77年澎湖監獄接管台灣警備總司
令部移送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奉法務部77年11
月1日法77監決字第18934函示接管強制工作受
處分人。 



196 

中華民國80年撰寫編印之「臺灣澎湖監
獄遷建工程實錄」。 



197 

中華民國85澎湖監獄成立『靖安小組』
負責鎮暴及危機處理應對。 



198 

中華民國86年8月11日臺灣澎湖看守所交接
典禮。 



199 

中華民國86年6月6日成立『澎鼎寫作班』。
宗旨:為推動監獄之藝文活動，結合讀書會之實
施，藉由閱讀、寫作，使收容人剖析自己的內心
世界，並思考過去所為，以策畫未來。為矯正機
關開創第一個監獄文學，並集結出書。-1 



200 

歐銀釧、張典婉、沈花末、呂則之等作家
在澎湖監獄成立「鼎灣寫作班」。 



201 

1998年7月出版來自邊緣的故事出版台灣監獄文學選集
《來自邊緣的故事》。不但入選金石堂書店「強力推薦
書」，並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佳評如潮。 
1999年2月出版高牆裡的春天 
1999年12月出版想念陽光的人 



202 

2000年6月出版來自邊緣的陽光 
2001年7月出版時間的味道 
2008年12月出版澎鼎藝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