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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學～】講義 

第１單元 犯罪矯正導論 

本單元區分為三節次，第一節是犯罪矯正概念，在探討監獄的意涵、功能類型。第二節是監

獄與刑事司法體系，在探討監獄的類型。第三節是監獄與與其他學科關係，在探討各學科之理論

運用於監獄學上。 

§１－１ 犯罪矯正概念 

犯罪矯正（Corrections）包含兩種定義，第一是「改善」（Reform）之意，對於判決確定入

獄服刑之受刑人，藉由矯正機關擬訂之矯治處遇計畫，根據社會需求來改善犯罪人之反社會性人

格；第二是「監控」（Surveillance），對於還在偵查或起訴中尚未判決確定之被告，基於訴訟

進行順利之目的，進行監視、控制。諸如看守所之被告，毒品犯之觀察勒戒以及交保在外之被告，

也都是「矯正」之對象。 

1-1-1 監獄與監獄制度 

【黃徵男（民 99）：《21 世紀監獄學》。一品文化出版社。p.2】 

監獄： 

監獄的古代意涵，僅是因進行訴訟案件的犯罪人監禁、拘束，防範使其不得脫逃，並且

具有使其感受失去身體自由痛苦之目的。 

因隨著刑罰思潮演進、刑事政策發達的影響，監獄的現代意涵，係指國家依法律之規定，

為達行刑的目的，以公權力方式強制犯罪人監禁於一定處所之意思，消極上是剝奪其特

定權利，防止其脫逃，促其為其犯行付出代價。積極上是透過各種處遇計畫與矯治手段，

促其化除惡性，改過向上，順利復歸社會之處所。 

監獄制度： 

所謂監獄制度，係指犯罪人經刑事司法體系判決確定後，進入矯正機構後，對受刑人的

一切矯正處遇等措施，即是監獄制度，又稱矯正制度。 

依「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第 2 條之規定：本署掌理事項如下： 

矯正政策、法規、制度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機關收容人調查分類、鑑別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性行考核、輔導、教導、教務、訓導、社會工作、累進處遇、

假釋、撤銷假釋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機關收容人衛生、藥癮治療、戒護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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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收容人作業、技能訓練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機關之設置、裁撤、整併、人力調配與其他以拘束人身自由為目的保安處分處所

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機關設置補習學校與進修學校分校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人員教育、訓練、進修、考察之規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矯正資料之蒐集、整理及研究編譯事項。 

矯正管理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推動及監督事項。 

其他有關矯正事項。 

依「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第 5條之規定：本署設監獄、看守所、戒治所、技能訓練所、

少年觀護所、少年矯正學校、少年輔育院等矯正機關。 

 

【※】何謂監獄制度？監獄制度與國家之關係？請分別說明之。       【黃徵男老師習題】 

【擬答：請參考前述內容】 

1-1-2 監獄之功能、困境與改進 

功能： 

應報：應報是被害人對於犯罪人之一種自然反應，雖然不一定能達到嚇阻犯罪或維繫良

好社會秩序的目標，然而卻能彌補被害人心靈上之創傷，並防止被害人藉助私力方式對

加害人進行報復。 

嚇阻：可區分為一般嚇阻與特別嚇阻。 

一般嚇阻：乃欲使一般人了解何種犯罪行為將被處罰，使其懼怕，進而不敢為犯罪行

為。 

特別嚇阻：乃指透過監所剝奪犯罪人自由之懲罰，使懼怕，進而達到威嚇其未來不敢

在違犯犯罪行為之目的。 

監禁：傳統上，一般民眾有所謂「眼不見為淨」觀念，不願與犯罪人為鄰，希望藉由司

法將其隔離至看不到且較安全的監獄中，完全與社會隔離，避免危及社會大眾之安全。 

教化：由矯正當局對犯罪人施以醫療、教育及技能訓練，在細心照顧下，接受適當之處

遇與治療，使其在行為態度與品行上獲得寶貴之成長與改善，不至於再為犯罪行為。 

授予技能：使其在監時，教以作業技藝，出獄後有一技之長，可以謀生，不致變為無業

遊民，挺而走險。 

增加生產：人犯在監作業，依法獲有作業勞作金，此項收入，一方面可補助其家屬之生

活；另方面可作為出獄後從事營業之資金，而作業之盈餘，復可充裕國庫。 

增進健康：對於人犯之給養、醫藥、清潔、日光、空氣以及運動機會、作息時間，與其

它有關衛生一切事項，莫不有法令之規定，俾使其出獄後成為健全之國民。 

善後保障：監獄對於被釋放之人，如無旅費，仍資助之；罹重病者，允許留監醫治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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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家屬與衛生、警察機關等。 

困境： 

教化難有成效：目前監獄在積極性的教育上尚難有成效，因消極的監禁容易，而欲促使

人性改悔難收成效。 

超額收容：由於犯罪率的上升，監禁人口不斷上升，造成各監超額收容，影響管教及處

遇成效。 

衛生醫療：目前毒品犯罪占監禁人口的五成，毒品犯常因濫用藥物之結果，導致生理病

變，須有妥善急救醫療措施因應。 

改進之道： 

增加教化人員：矯正當局規劃增加教化人員的編制，以提升監獄教化品質。 

累犯的長期監禁：教化成效不易，尤其累犯更為顯著，因此宜對累犯採長期監禁政策。 

社區處遇：若對累犯採取長期監禁，易造成監獄收容爆滿。解決之道，宜對輕罪者採社

區處遇方式，紓解監獄壓力，以謀求輕罪者對社會、社區有所貢獻。 

 

【※】監獄乃執行自由刑之場所，應具備何種功能？當前監獄達成上述功能之困境與改進之道

為何？請說明之。                                       【84年三等監獄官】 

【擬答：請參考前述內容】 

1-1-3 機構性之依賴與監獄管理倉儲化 

機構性之依賴： 

機構性依賴（Institutional Dependence），係指屬長期徒刑之重罪會為犯罪人帶來之負面

效應，按羅納迪（Ronald Andy）解釋，認為受刑人對矯正部門依賴甚深，事事大都需要

管教同仁之輔導，因而對於重返自由社會深感恐懼。 

監獄管理倉儲化： 

監獄管理倉儲化係指受刑人之管理強調風險管理的觀念，在風險管理的觀念下，受刑人

的調查分類所強調是區分出受刑人的惡性程度施予高、中、低度的管理方式，然後置於

如倉庫的舍房，強調管理而非矯治復歸社會的觀念，因為這些人犯由於監禁時間過長，

是否能在順利復歸社會都是問題，舍房就如同冷藏庫一般的作用－長期監禁隔離。 

三振出局條款： 

係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 1994年簽署之加州「暴力犯罪控制與執法法案」中，以「三振

出局條款」最受各界重視。規定一位觸犯聯邦暴力犯罪之被告，其先前曾觸犯兩個 10年

以上的暴力犯罪，或者同時觸犯暴力與毒品犯罪，則他必須受到終身監禁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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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機構性之依賴？並請研擬長期受刑人適切之處遇對策。 

【黃徵男老師習題】 

【擬答】 

機構性依賴之意涵： 

機構性依賴（Institutional Dependence），係指屬長期徒刑之重罪會為犯罪人帶來之負

面效應，按羅納迪（Ronald Andy）解釋，認為受刑人對矯正部門依賴甚深，事事大都

需要管教同仁之輔導，因而對於重返自由社會深感恐懼。換言之，受刑人經長期之監禁

後，因家庭情感疏離，工作中斷，人際關係遠離，人格上表現失落與被動，缺乏積極精

神，情緒上表露焦慮沮喪，不確定感。因此，當受刑人出獄後，行為司想趨於保守、被

動，再加上自主性之喪失，對人缺乏信任感，經常無法適應社會之生活，學理上稱為「機

構性依賴」。 

對長期受刑人適切之處遇對策： 

經常舉辦懇親活動：為解決 長期監禁與家庭的疏離，適度的懇親活動可解決這方面

之問題，諸如：與眷同住制度之落實、或者在重要節日所舉辦的懇親探監活動，皆有

助於家庭情感的維繫與凝聚。 

人際技巧的訓練：對受刑人施以人際關係的應對訓練，可以提昇受刑人與家庭、社會、

監內人際之互動，增強日後的生活適應。 

增加社會之互助：對長期受刑人增加其社護互動，有助於破除受刑人與社會的陌生

感，故提供社會上必要的訊息，或邀請外界人士演講，或由社會人士參與各賶活動，

能有效解決這層陌生感。 

施與技能訓練：利用長期監禁的時間，規劃技能訓練課程，依受刑人之興趣、特性、

背景施予各種技能訓練，除獲取一技之長外，亦可以打發監禁時間，轉移其注意力。 

除廣泛提供當前之資訊外，必要時允許受刑人外出參與各項活動。如日間外出就學、

謀職及工作等，以增強其社會之適應。 

§１－２ 與刑事司法體系 

刑事司法體系是國家處理犯罪人之體系，包括偵查、審判、執行三部門，以我國而言，即包

含警察（含調查、海巡）、檢察、法院以及矯正（更正保護）等四大部門之業務。 

1-2-1 刑事司法之特徵 

【林茂榮、楊士隆（民 95）：《監獄學：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五南圖書股份公司。Pp.17～20】 

自由裁量： 

在刑事司法體系之運作中，往往存有高度之自由裁量權。這些自由裁量很可能是基於個

人之判斷亦或基於法律、規定而形成。刑事司法執法人員行使自由裁量權之情形包括：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警察（執行特殊法令、犯罪偵查、逮捕罪犯）、檢察官（犯罪偵查、逮捕、起訴）、法

官（羈押權、免刑、免訴、科刑、刑度）、監獄官員（指定服刑地點、給予獎賞或懲罰、

決定假釋日期或撤銷假釋）、觀護人（指定保護管束人應遵循事項、建議撤銷保護管束）。 

資源依賴： 

刑事司法並沒有獨立之資源，而係依賴他人。我國各級法院之預算係由司法院所編列，

而受立法院立法委員所監督。換言之，刑事司法之資源來源主要係受民意所監督。 

銜接性之工作： 

刑事司法體系之每一部門皆有其獨特之任務與工作，且每一部門之輕微運作皆影響及另

一部門之施政。 

漏斗效應： 

刑事司法機構並未以相同之方法處理每一案件，在實務上只有部分之案件到達法院判決

或量刑入監執行之階段。尤其在各部門執法人員之裁量下，案件經過篩選，最後以漏斗

型之方式，將部分案件留住，而其他則可能因證據不足或案件負荷過重等被排除之。 

1-2-2 刑事司法體系之構成要素（工作環節） 

工作職掌： 

警察：警察是啟動刑事司法體系的第一道關卡，職司犯罪案件偵查、犯罪嫌疑人之逮捕

等業務。 

檢察：檢察官是刑事司法體系的核心，事繁責重，其職權包括實施指揮偵查、提起公訴、

蒞庭答辯、指揮刑罰執行及成年保護管束之執行等。 

法院：法院主要職責在於確認犯罪證據之充足與否，以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同時就有罪

判決科以何種適當之刑事處分，由於法官有高度自由裁量權，其量刑與判決，經常與人

民之期待有所落差而受到外界批評。 

矯正：矯正機關是刑事司法體系最後一道防線，也是犯罪刑執行刑罰的處所。監獄行刑

的目的在於犯罪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甚至出獄後復歸社會之更生保護與保護管束

亦是矯正工作一環。 

重點與改進： 

整體刑事司法體系部分： 

減少體系之支離破碎，各部門應有一致性抗制犯罪對策，不應多頭馬車，各自為政。 

減少自由裁量權之濫用，應該限縮各部門之自由裁量權，以免發生侵害犯罪人權益之

情形。 

各部門加強重點與改進之道： 

警察部門：在人權的保障下，提高辦案品質與提昇辦案速度，更新辦案設備，強化為

民服務精神，減少不當的關說與壓力，落實依法執行之目的。 

檢察部門：落實適法程序、依法行政之理念，強化檢察一體的指導原則，在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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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主動偵查不法行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法院部門：限縮日漸擴大之自由裁量權，強化審判功能，縮短審判期程，讓被害人的

正義能夠早日到來。 

矯正部門：隨著刑事政策緊縮，加強考核受刑人在監行為舉止，提高假釋門檻，落實

技能訓練，結合民間團體扶持出獄受刑人，促其儘早適應社會生活。 

 

【※】試就我國「刑事司法體系」（Criminal justice system）之重要工作環節加以論述，並提

出應加強之重點及改進方向為何？                          【83年軍法官特考】 

【擬答：請參考前述內容】 

1-2-3 犯罪矯正之角色、地位及發展 

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角色： 

犯罪人最後的停泊港：犯罪人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經過偵查、起訴、審查等程序後，最

後停泊在監獄執行自由刑，因此犯罪矯正是刑事司法體系最後一環，也是犯罪人最終之

停泊港。 

犯罪人為其犯行付出代價：犯罪人犯罪後，並沒有一個安靜的處所反省其過錯，而監獄

正好提供了此一處所與機會，提供犯罪人有為其犯罪行為省思、付出代價之機會。 

協助犯罪人洗心革面、重返社會：為達促使犯罪人洗心革面，化除惡性，重返社會，監

獄置有專業管教人員以及實施各項處遇措施與技藝訓練，其目的就是希望犯罪人能離開

設會後，重返社會而不致再犯。 

國家民主與否之試金石：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獄政進步程度是一個國家民主之試金

石」。因此，犯罪矯正也具有國家民主進步與否的指標作用。 

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地位： 

偵查、審判與執行是刑事司法體系的三階段，而最後一階段的執行包含自由刑、感化教

育處分、保安處分等，與前二個階段同等重要。因國家對於犯罪人處以刑罰、保護管束、

感訓處分及保安處分，其目的在於矯正其惡性，使其正常復歸於自由社會中重新做人。

故國家行使司法權事實上最重要之階段，在於執行的部分。因此，若最後之執行階段成

效不彰，不僅使偵查、審判的結果徒勞無功，而且亦使犯罪人之惡性逐漸劣化，則國家

社會之安危堪憂。 

檢察署、法院及監獄三者成為刑事司法體系上之三位一體，或處於同等地位是相當重要

的。檢察署、法院乃為達成法律目的之過程上或形式上之機關；而監獄為達成法律目的

之實踐上或實質上之機關。因此，各自獨立發揮功能，刑事司法的功能才會伸張。 

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發展： 

建立專業之犯罪矯正行政體系：犯罪矯正機構應與其他專業機關相同，如調查局警政

署、消防署等，極待成立一具有「專業性」之專業獨立體系，如日本矯正局、美國聯邦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監獄局、新加坡獄政總署等。 

專業矯正人員訓練機構之設立：如日本有矯正研修所，美國聯邦有犯罪矯正研究所。我

國於 86年 8月成立「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加強矯正人員之職前、在職及升職訓

練，以儲備人才。 

嚴密之分監管理體系：為落實教育刑理念，應透過鑑別、分類程序將性質不同之犯罪人，

按性別、年齡、犯次、違規情形、疾病情形加以區分，分別監禁於專業監或專業分監，

接受妥善、專業化之處遇，以達成個別化矯正之需求。 

矯正機構建築小規模、精緻化、專業化：為達成犯罪人個別化專業處遇之目標，矯正機

關之建築應走向小規模、精緻化及專業化專業之趨勢，其容額以不超過 600至 1000名

為原則。 

矯正機構民營化：實證報告指出，民營化監獄有提升矯正品質、鼓勵社會資源參與矯正

業務、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等成效，目前各先進國家均有民營化犯罪矯正機構之設立，相

信矯正機構民營化將是未來的趨勢。 

 

【※】試述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中之地位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為何？ 

【87年三等監獄官】 

【擬答：請參考前述內容】 

 

【※】試述犯罪矯正對當前社會整體治安維護之影響為何？並說明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

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92年三等監獄官】 

【擬答：請參考前述內容】 

1-2-4 西方獄政思潮與制度之演進 

【黃徵男（民 99）：《21 世紀監獄學》。一品文化出版社。Pp.10～19】 

習藝所時代（The Era of Workhouse, House of Corrections）： 

 1533 年，英王愛德華六世將其布萊德威爾城（Bridewell）的一處皇宮移交倫敦官員，

並於 1557年收容該市與日俱增的流浪漢、乞丐以及傷風敗俗的男女，也包括收容部分

人犯。其目的是希望收容在此之人民，過著辛苦的生活並教授、學習一些技藝，男的學

習烘焙、維修、織布等工作；女的則學習烹飪、清潔與洗滌等工作，可謂為近代監獄的

雛形。 

 1596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司法實務界認為少年應過著有秩序而規律，且養成勤勞之習

慣，遂利用克拉里薩（Klarissa）修道院設立習藝所，是近代監獄濫觴。 

強制院時代（The Era of Maison de Foroe, Gaol）： 

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 1726～1790）是近代最偉大的獄政改革者，畢生奉獻推動政府

應該重視受刑人生活環境，促使監獄之改善，為幫助受刑人和假釋犯順利復歸社會。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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