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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行政業務興革表 

 教化科（科室） 

興革日期：100 年 1 月 25 日 

興革事項：為讓春節前核准假釋之受刑人能儘快返鄉，並建

立與各地方法院與檢察署之聯繫管道，提早釋放

命令與裁定到監時間。  

內容說明：因 100 年春節假期為 2月 2日起連續休假 6日，

為使同年 1 月 26 日假釋核准之 1 月份受刑人可

在年前返鄉過年，本科加速辦理假釋釋放作業且

積極與各地方法院與檢察署承辦人建立聯絡管

道。 

對照表： 

改善前（現行作法） 改善後（興革作法） 

一、本監將假釋審查會通過

之假釋案，檢具相關資

料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

准假釋。 

二、法務部矯正署核准假釋

後函知各地方法院檢察

署，向所屬法院聲請假

釋裁定。法院裁定假釋

案後，送達檢察署及受

刑人。檢察署收受假釋

裁定書後，制作假釋交

付保護管束命令送達監

獄。 

三、監獄依據假釋裁定書與

交付保護管束命令，繕

造假釋證書及函請地檢

基於便民與關懷之胸

懷，促使假釋核准之受刑人儘

速返家團聚。有關改善釋放程

序如下: 

一、將假釋審查會通過之名

單 ， 製 作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並區分出

單位、姓名、最後事實審

所屬法院與地檢署、總縮

刑日數、縮刑終結日、保

護管束地、罪名、是否有

另案等條件。 

二、與最後事實審法院之地檢

署聯絡，並建立承辦人互

相 聯 絡 之 電 話 ( 如 附

件)，並請其先與所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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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製作保護管束函。 

四、上述辦理時間，從法務

部矯正署核准假釋起至

受刑人假釋出監，最快

需 7 個工作天，慢則至

1個月。 

 

院刑事科聯絡，是否在法

務部矯正署核准假釋函

到監時，本監先將核准假

釋函先以傳真方式知會

刑事科，以利文書作業。

三、因北區各地檢署執行科之

分案情形迥異，致使假釋

案承辦書記官之作業流

程亦有所差異，本科藉本

次機會，主動與其建立聯

絡管道，亦有利將來業務

上之互助基礎。 

四、辦理情形: 

  (一)100年1月份假釋核准

案於同月26日以電子

公文函知本監，計核准

36名。(註:電子公文到

監後，約2-3個工作天

地檢署方能收到矯正

署紙本函與核准受刑

人之交付保護管束名

冊。) 

(二)本監立即將前述之

Microsoft Excel 工

作表修訂並轉製成釋

放名冊，並列出各假釋

核准受刑人所屬最後

事實審法院與地檢

署，再以電話聯絡後，

將本監原存稿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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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管束名冊影本，傳

真該法院與地檢署，請

其先行作業，俟矯正署

函到時，再將假釋裁定

書與交付保護管束命

令傳真本監，製作假釋

證書及函請地檢署製

作保護管束函;另請再

傳真宜蘭地方法院檢

察署囑託送達，以利時

效。 

(三)釋放情形: 2月2日(除

夕)16時本監1月份假

釋核准案36名，計已全

數釋放。 

五、辦理成效: 

  (一)落實人性關懷使除夕

前獲准出監返家吃團

圓飯之受刑人，均深

感國家德澤。 

(二)建立法院與地檢署聯

繫機制，改變以往被

動等待作為。 

(三)2月11日經矯正署假

釋審查科詢問本監春

節辦理成效時，告知

本監作法，並表贊許

且列入矯正署春節假

釋釋放績效案例，提

供各監爾後參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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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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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聯絡管道一覽表 

機關別 聯絡電話 傳真 備註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000   

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1-3261 轉 6149

（02）2331-0901 
（02）2389-8333 丙股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 （04）2223-2311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 （06）228-2111 （06）225-1684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 （07）552-4111～7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 （03）822-5112   

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082）324-581 （082）324-580  

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02）2389-8582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2）2314-6871 

（02）2381-7836 轉 8637
（02）2388-0870 慈股 

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2）2833-1911 轉 180 （02）2835-3512 甲股 

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2）2261-6192 轉 6186

                6117 
（02）2261-9919 查股 

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3）337-0737 轉 679 

                 690 
（03）337-0737 午股 

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3）525-4102   

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署 （037）353-410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04）2223-2311   

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04）835-7274 （04）834-1765  
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 （049）224-2602   

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5）633-4991   

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05）278-2601   

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06）295-9731～50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07）216-1468 （07）216-1463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08）753-5211   

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089）310-180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03）822-6153 轉 104  辛股 

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03）925-3000 （03）9253854  

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465-1171   

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06）921-1699   

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082）325-090   

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0836）22823 （0836）26514 李佐理員

 
 
 



 - 8 - 

各地方法院聯絡管道一覽表 

機關別 聯絡電話 備註 

臺北地方法院 （02）2314-6871  

板橋地方法院 （02）2261-6714  

士林地方法院 （02）2831-2321  

桃園地方法院 （03）339-6100  

新竹地方法院 （03）521-0022  

苗栗地方法院 （037）333-275  

臺中地方法院 （04）2223-2311  

南投地方法院 （049）224-2590  

彰化地方法院 （04）834-3171  

雲林地方法院 （05）633-6511  

嘉義地方法院 （05）278-3671  

臺南地方法院 （06）295-6566  

高雄地方法院 （07）216-1418  

屏東地方法院 （08）755-0611  

臺東地方法院 （089）310-130  

花蓮地方法院 （03）822-5144  

宜蘭地方法院 （03）925-2001  

基隆地方法院 （02）2465-2171  

澎湖地方法院 （06）921-6777  

高雄少年法院 （07）357-3511  

金門地方法院 （082）327361-5  

連江地方法院 
（0836）22477 

（0836）25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