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目 

編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保管單位

1 受刑人、被告、觀察

勒戒人、拘役及易服

勞役人之調查資料 

監獄行刑法、看守所

組織條例、觀察勒戒

處分執行條例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

述、C012 身體描述、C013 習

慣、C 014 個性、C021 家庭情

形、C022 婚姻之歷史、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 其

他社會關係、C031 住家及設

施、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其他

事故及有關情形、C052 資格或

技術、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C064 工作經

驗、C065 工作紀錄、C068 薪

資與預扣款、C120 宗教信仰 

調查科 

2 收容人之紙本調查資

料袋、紙本社會工作

處遇報告、高風險兒

少保障紙本轉介單、

紙本就業轉介單 

社會工作師法 同上 

 

調查科 

3 宜蘭監獄教誨、社會

志工名冊 

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

延聘教誨志工要點、

宜蘭監獄志願服務計

畫規定 

C001 辨識個人者、C011 個人

描述、 

教化科 

4 假釋審查委員會委員

名冊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

監獄假釋審查委員會

設置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

財務者 

教化科 

5 教誨記錄表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

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C014 個性、 

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

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 

教化科 

6 個案及團體工作 社會工作師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

述、C013 習慣、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C022 婚姻之

歷史、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C024 其他社會關係、C035

教化科 



休閒活動及興趣、C040 意外或

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C051 學

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

C057 學生紀錄、C064 工作經

驗、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087 津貼、福利、贈款、C111

健康紀錄、C112 性生活 

7 委託加工廠商名冊 監獄組織通則、監獄

行刑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作業科 

8 委託加工契約（副本） 監獄組織通則 C002 辨識財務者、C101 資料

主體之商業活動、C102 約定或

契約、C103 營業有關之執照 

作業科 

9 技能訓練師資名冊 監獄組織通則、監獄

行刑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

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C054 職業

專長、C055 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作業科 

10 技能訓練學員名冊 監獄組織通則、監獄

行刑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

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

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

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

社會關係 

作業科 

11 作業材料購置 監獄組織通則 C001 辨識個人者、C082 負債

與支出 

作業科 

12 社會勞動役 刑事訴訟法、檢察機

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

作業要點、社會勞動

執行機關(構)之遴選

及執行作業規定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 

作業科 

13 新收體檢表 監獄行刑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11 個人

描述、C012 身體描述、C013

習慣、C111 健康紀錄 

衛生科 

14 X 光篩檢名冊及結果 傳染病防治法及醫療

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

述、C111 健康紀錄 

衛生科 

15 收容人病歷 醫療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

述、C012 身體描述、C013 習

慣、C0111 健康紀錄 

衛生科 



16 傳染病通報表 傳染病防治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

述、C111 健康紀錄 

衛生科 

17 性傳染病及精神疾病

收容人出監通知書 

傳染病防治法、精神

衛生法及監獄行刑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21家庭情形、C111健康

紀錄 

衛生科 

18 收容人攜入或家屬寄

入藥品切結書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

獄衛生科藥品使用管

制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21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C111 健

康紀錄 

衛生科 

19 替代役役男役籍資料

袋 

替代役役籍管理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C038職業、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C051學

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

C054職業專長、C064工作經

驗、C065工作紀錄、C071工作

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錄 

戒護科 

20 收容人基本資料袋、

基本資料卡 

監獄行刑法、監獄行

刑法細則、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細則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8職業、C041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C051學校紀錄、C064工作

經驗、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受訓紀錄 

戒護科 

21 收容人接見紀錄卡 監獄行刑法、監獄行

刑法細則、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細則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21家庭情形 

 

接見室 

22 收容人基本資料袋、

基本資料卡 

監獄行刑法、監獄行

刑法細則、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細則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女監 



C038職業、C041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C051學校紀錄、C064工作

經驗、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受訓紀錄 

2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133 總務科 

24 宜蘭監獄國家賠償事

件處理小組成員建議

名單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

則 、法務部及所屬機

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38職業 

總務科 

25 各類契約書（副本） 政府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總務科 

26 辦理輔助購置住宅貸

款人員異動通知單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

宅輔助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 總務科 

27 薪資出納各項費用發

放作業系統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

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

給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

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離職經過、C068薪資與預

扣款 

總務科 

28 退職所得稅試算系統

及相關資料庫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

財務者 
總務科 

29 所得稅申報系統及相

關資料庫  

 

所得稅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

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總務科 

30 收容人身分簿 

收容人釋放曆簿 

監獄行刑法及施行細

則 

保安處份執行法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

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住家

及設施、C041法院、檢察署或

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

C052資格或技術、C064工作經

驗、C111健康紀錄 

總務科 

31 公務人員履歷資料 

（含P2K人事管理資

訊系統） 

人事管理條例、行政

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

行政資訊化統一發展

要點、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

管理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住家及

設施、C038職業、C039執照或

其他許可、C051學校紀錄、

人事室 



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

長、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

過、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

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

訓紀錄 

32 資績評分試算資料  公務人員陞遷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52資格或技

術、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離職經過、C065工作紀

錄、C072受訓紀錄 

人事室 

33 保險資料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

實施細則、全民健康

保險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21家庭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8

薪資與預扣款 

人事室 

34 退休撫卹資料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公務人員

撫卹法及其施行細

則、公務人員退撫給

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21家庭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過、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C068 薪資與

預扣款 

人事室 

35 差勤資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人事室 

36 福利資料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中央公教

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

點、中央各機關學校

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

點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C087津貼、福

利、贈款 

人事室 

37 接見室志工名冊 志願服務法  C001辨識個人者 人事室 

38 表單簽核系統資料庫 

 

法務部組織法第16條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

描述 、C038職業  

人事室 

39 受款人基本資料檔 會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 

會計室 

40 資通安全執行小組成

員名冊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資

訊安全管理計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統計室 



41 網頁推動小組成員名

冊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網

站設置作業規範 

C001 辨識個人者 統計室 

42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人

員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 

統計室 

43 資訊設備(系統)委外

維護契約書（副本） 

政府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統計室 

44 同仁使用資訊系統保

密切結書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人

員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 

統計室 

45 獄政系統資料庫（含

獄政統計系統） 

法務部組織法第 16

條、統計法、統計法

施行細則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

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

形、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8職業、C041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C051學校紀錄、C064工作

經驗  

統計室 

46 公文管理系統資料庫 

 

法務部組織法第 16

條 

001辨識個人者 統計室 

47 AD使用者資料庫  法務部組織法第 16

條 

C001辨識個人者、C061現行之

受僱情形  

統計室 

48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數

位學習平台使用者帳

號與學習紀錄資料庫 

 

法務部組織法第16條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述、C038職業 

統計室 

49 採購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第 5 條第 3 款、政

風機構配合機關辦理

採購應行注意事項、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

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

件申報義務人資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及其施行細則 

C002 辨識財務者 政風室 

51 民眾申請查閱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案件申請

書資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及其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2 政風機構所屬政風人

員人事管理系統資料

庫（P2K）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各機關人事資料

管理規則 

C001 辨識個人者、C011 個人

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C038

職業、C051 學校紀錄 

政風室 

53 法務部政風業務管理

資訊系統資料庫 

法務部組織法第 16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C011 個人

描述、C031 住家及設施、C038

政風室 



職業、C051 學校紀錄 

54 查處涉案人員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第 5 條第 3 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

施行細則第 6 條、政

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

作業要點、法務部廉

政署協調各機關政風

機構配合辦理貪瀆案

件查察作業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5 受理陳情檢舉案件資

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第 5 條第 7 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

施行細則第 10 條、政

風機構協助處理陳情

請願事項作業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6 政風訪查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第 5 條第 3 款、第

4 款、政風機構人員

設置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7 條、法務

部政風司辦理訪查工

作實施計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7 本監收容人前案查詢

紀錄 

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

密作業要點、法務部

使用識別碼及密碼查

詢部外網路資料暨管

理規範、法務部所屬

各矯正機關使用識別

碼及密碼查詢部內網

路資料作業注意事項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58 本監收容人身分證影

像查詢紀錄 

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

密作業要點、法務部

及所屬機關使用國民

身分證影像資料管理

要點、法務部使用識

別碼及密碼查詢部外

網路資料暨管理規範

C001 辨識個人者 政風室 

 



聯絡方式 

地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三段 365 巷安農新村 1號 

調查科、教化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女監、

總務科、人事室、會計室、統計室、政風室 
電話：03-9894166 

本監保有及

管理個人資

料之特定目

的 

人身保險業務（001）、人事行政管理（002）、公共衛生（005）、公共關係（006）、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010）、立法或立法諮詢（011）、犯罪預防、刑事偵

查、執行、矯正、保護處分或更生保護事務（014）、存款與匯款業務管理（020）、

兵役行政（026）、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028）、計畫管制與考核（042）、退

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043）、客戶管理（037）、財產管理（049）、教育或訓

練行政（053）、採購與供應管理（058）、統計調查與分析（060）、會計與相

關服務（063）、資訊與資料庫管理（065）、學生資料管理（079）、學術研究

（081）、衛生行政（083）、保健醫療服務（089）、警政（090）、其他司法行

政業務（095）、其他地方政府事務（096）、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101）。 

※備註：上開個人資料檔案，當事人如需查閱其個人資料，請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檔案法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提出申請。  
1、政府資訊公開法申請表：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611816484739.doc  

2、檔案法申請表：

https://eservice.moj.gov.tw/ct.asp?xItem=125353&ctNode=23459&mp=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