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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夜飄盪的特種監獄

 
  電影「我在死牢的日子」裡，描述

著昔日司法監獄的情形，這些被收容的

人士多為觸犯民刑事案件者。但是您知

道過去軍事犯及「叛亂犯」被收容在何

處？又我們在綠島所看見的人權文化園

區前身為何？就讓我們從檔案裡，瞭解

政府軍事及特種監獄的情形吧！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我國現代監獄體系的發展肇始於清末義和團事件後，清朝的統治精英開

始倡議引進歐洲各國的政治制度，在司法體系改革方面首先編定新律例，進

而逐步建立現代化的監獄體系，譬如民國（以下同）2年開始收容犯人的

「京師第一監獄」，即為我國現代化標準模範監獄之一。
  

臺灣在日治初期的監獄多為清代各廳舍，明治37年（1904）臺北、臺

中及臺南三處監獄正式竣工後，為臺灣首批現代化的監獄。34年10月，軍法

處即發電給前進指揮所要求調查臺灣軍人監獄的狀況，據前進指揮所的調查

指出，當時臺灣有臺北、臺中、臺南及新竹少年刑務所（按：監獄），而臺

北、臺南刑務所則附設宜蘭、花蓮港、嘉義、高雄支所，並未設置軍人監獄

（檔案影像1-1、1-2）。
  

臺灣光復後政府為收容軍事犯，設立臺北軍人監獄及各部隊軍事看守所

共計27處，未決及已決之軍事犯除收容軍事監獄、看守所外，司法監獄亦收

容部分軍事犯，39年時全臺軍事犯約計4千餘名（除各軍師軍法組人犯）。

40年國防部鑒於軍事看守所及監獄多設於市區，人犯眾多過於擁擠，耗費人

力物資甚鉅，且為預防空襲，故制訂「戒嚴地域軍事犯臨時處理辦法」，將

部分軍事犯以改服勞役的方式，移送至其他需要勞役的機關團體及部隊執

行，藉以減緩軍事看守所及監獄擁擠的狀況（檔案影像2-1、2-2、2-3、2-
4）；48年則制訂「軍事犯調服重建臺灣災區勞役實施暨減刑辦法」，將軍

事犯（不含將級及叛亂犯等）調服勞役，並視其工作成績宣告減刑二分之一

至三分之一（檔案影像3-1、3-2）。
  

在戒嚴時期所公布的「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及

「檢肅匪諜條例」等法令，致使部分「社會運動」者或「異議人士」被判刑

 

內政部民國38年以前檔案
入庫囉~
該批檔案產生年代起自民國

24年，內容包含簡化戰地

省縣組織統一軍政事權暫行

辦法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政務委員會組織規程案、澎

湖防守司令部呈總體戰實施

方案及東南區各省縣(市)反
共保民動員委員會實施綱要

案等檔案，共計496卷，
 歡迎多加利用！

 國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法務

部及交通部等檔案即將移

轉！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及法務部

有關戒嚴時期涉政治偵防及

不當審判案件檔案計約99
卷；交通部及所屬民航局、

花蓮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及

臺中港務局等機關民國38
年以前檔案，計約227卷，

預定99. 6.30前移轉本

局。
 本局檔案移轉資訊

馬總統英九先生蒞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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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這些被判刑的人士，原被收容於軍事監獄或司法監獄內；46年時國防

部奉指示「叛亂犯」不得與普通犯收容同處，便開始籌建特種監獄。當時國

防部規劃在小琉球、臺東及綠島三處設置特種監獄，分別收容「匪俘」及

「叛亂犯」，並制訂「叛亂犯感訓辦法」及「感化教育實施辦法」等規定，

作為矯正教化之依據（檔案影像4-1、4-2、4-3、4-4）。
  

國防部所規劃的小琉球特種監獄，因所需經費高達新臺幣一千五百餘萬

元，在48年「八七水災」後，國庫已無力支應該筆經費，在考量經費後便於

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建設可容納500人之特種監獄，其餘則收容於綠島新生

訓導處（檔案影像5-1、5-2、5-3、5-4）。
  

泰源監獄落成後，59年時收容於該監涉及「臺獨案件」之人士，策動逃

獄事件（「泰源事件」），經警備總司令部派兵搜捕臺東地區後，此事件告

一段落。然政府鑑於泰源監獄位於臺灣本島，若再次發生脫逃事件，將影響

當地治安，故在事件後，在綠島增建專供收容重刑及案情特殊「叛亂犯」之

監獄，而泰源監獄則改收容一般案情之「叛亂犯」（檔案影像6-1、6-2）；

爾後涉及重大及特殊政治案件人士，政府即將其解送至綠島監獄，
  

76年解嚴以後，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轉變，特種監獄逐漸被廢除。在保

障人權理念下，特種監獄現今已不復存在，原有之軍事監獄亦只剩下臺南一

處。現今位於景美與綠島兩處的人權文化園區，忠實保留歷史場域，成為轉

型正義與彰顯人權保障的最佳教材。俯首過去政府有關設置「特種監獄」的

檔案時，怎不能對今日我們所享有的基本人權，充滿感懷的心情！若想進一

步瞭解我國獄政發展歷程，歡迎瀏覽「歷史印記-百件珍貴獄政檔案展」主題

網頁：http://va.archives.gov.tw/prison
  

參考資料： 
 1.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泰源監獄事件

專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91年。 
 2.（荷）馮客著、徐有威等譯。《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3.王泰升等撰稿。《歷史印記：百件珍貴獄政檔案》。臺北市：法務部，民

98。
 

 

檔案影像1-1
 檔號：34/002.6/4010.2/2/009

 檔案內容：「臺灣日方所呈書類到渝時請即送

下」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2
 檔號：34/002.6/4010.2/2/010

 檔案內容：「為電報日在臺設監獄情形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1
 檔號：0040/3131315/15/1/001

 檔案內容：「呈修正通過並已公布施行之『戒嚴

地域軍事犯臨時處理辦法』一份補行報請備查」 
 

史印記—百件珍貴獄政檔
案展」臺北展場參觀！

 馬總統英九先生於99.5.29
蒞臨「歷史印記—百件珍貴

獄政檔案展」參觀，為本展

覽臺北展場劃下完美句點。

另司法院賴院長英照亦於

99.5.28蒞臨展場參觀。本

展覽自99.6.18起至

99.7.8止將移師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展出，歡迎民眾

踴躍前往參觀。若想先睹為

快，歡迎您先上網操作體

驗。線上展覽網頁。

 
「檔案管理實務研習混成

專班」開課囉!
「檔案管理實務研習混成專

班」北、中、南區報名已開

始；結合數位與實體課程，

提供更佳的學習效益。詳情

請洽活動訊息網頁

 
「全民最大檔」尋寶活動

開跑了！

感謝您長期對本局全球資訊

網的支持與愛護！本局於

99.6.1至99.7.1辦理「全

民最大檔」尋寶活動，誠摯

邀請您，撥冗參與本次活

動！<<尋寶GO>>
 

 

土匪頭的英雄面具

臺北陽明山的魚路古道俗稱金

包里大路或魚仔路，其實魚路

的開闢有一個典故？日本剛佔

臺灣時，想捉拿土匪頭簡大

獅，卻苦擒不到，後來詐稱要

開路，工資給得特別高，大家

就搶著去做工；聽說簡大獅帶

了整營的人去……想知道後來

的結果，繼續往下看就知道

了！……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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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2
 檔號：0040/3131315/15/1/001

 檔案內容：「呈修正通過並已公布施行之『戒嚴

地域軍事犯臨時處理辦法』一份補行報請備查」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3
 檔號：0040/3131315/15/1/001

 檔案內容：「呈修正通過並已公布施行之『戒嚴

地域軍事犯臨時處理辦法』一份補行報請備查」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4
 檔號：0040/3131315/15/1/001

 檔案內容：「呈修正通過並已公布施行之『戒嚴

地域軍事犯臨時處理辦法』一份補行報請備查」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1
 檔號：0048/3131342/42/1/001

 案由：「為核定軍事犯調服重建臺灣災區勞役實

施暨減刑辦法呈報鑒核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2
 檔號：0048/3131342/42/1/001

 案由：「為核定軍事犯調服重建臺灣災區勞役實

施暨減刑辦法呈報鑒核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1
 檔號：0046/3131339/39/1/001

 案由：「為呈報今後對叛亂犯應專設監獄及管訓

一案遵辦情形呈乞鑒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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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2
 檔號：0046/3131339/39/1/001

 案由：「為呈報今後對叛亂犯應專設監獄及管訓

一案遵辦情形呈乞鑒核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3
 檔號：0046/3131339/39/1/001

 案由：「為呈報今後對叛亂犯應專設監獄及管訓

一案遵辦情形呈乞鑒核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4
 檔號：0046/3131339/39/1/001

 案由：「為呈報今後對叛亂犯應專設監獄及管訓

一案遵辦情形呈乞鑒核由」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1
 檔號：0046/3131339/39/1/003

 案由：「呈籌建特種監獄案請核示」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2
 檔號：0046/3131339/39/1/003

 案由：「呈籌建特種監獄案請核示」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3
 檔號：0046/3131339/39/1/003

 案由：「呈籌建特種監獄案請核示」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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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5-4
 檔號：0046/3131339/39/1/003

 案由：「呈籌建特種監獄案請核示」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1
 檔號：0059/3136180/180/1/001

 案由：「簽報籌建綠島監獄壹所專供重刑及案情

特殊叛亂犯之執行恭請鑒核備查」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2
 檔號：0059/3136180/180/1/001

 案由：「簽報籌建綠島監獄壹所專供重刑及案情

特殊叛亂犯之執行恭請鑒核備查」 
 檔案來源機關：國防部軍法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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