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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礎範圍 

依據當前監所管理員《監獄行刑法概要》之命題大綱可知：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四等考試 

監所管理員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認識監獄行刑法的基本概念、定義與功能。 

二、認識監獄行刑法內涵與實務運作。 

大綱內容 

一、監獄行刑法的基本概念、定義與功能 

監獄行刑的基本概念 

監獄行刑法的定義與功能 

監獄行刑法的性質與定位 

二、監獄行刑法內涵與實務運作 

通則與收監 

監禁與戒護安全 

作業、教化、給養與衛生醫療 

接見、通信、保管及賞罰 

假釋、釋放及保護 

死亡與死刑執行 

備

註 

一、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

關之綜合性試題。 

二、命題範圍包含監獄行刑法及其內涵涉及之刑法假釋部分、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外役監條例、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等相關法令。 

-------------------------- 
此外，由於三等監獄官考試另有測驗《羈押法》，故本課程中亦另行收錄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11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17 條；並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之羈押法，

以供考生卓參，惟本課程主要講授內容，乃以監所管理員之命題範圍為主，即： 

順次 法規範名稱與基本範圍 

1 監獄行刑法 

2 刑法假釋相關規定 

3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4 外役監條例與相關法規 

5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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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羈押法乃提供法規範內容，供考生參考，並簡要說明。 

與上開監所管理員考試相關之主要法令，並講解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符合申論題之需求。

----------------------------- 

貳、監獄行刑法概述（第一部） 

一、基礎架構 

現行考試所適用之監獄行刑法，乃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13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56 條；並自公布日後 6 個月施行。故於考生參加相關考試之時期，即

109 年 7 月 15 日起，現行法即生效施行。故本課程之內容，不論是監獄行刑法或其他相關

法規範，均依據最新法規內容加以編排、講解，並以監獄行刑法為其核心、骨幹，搭配上開

相關出題法規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為講解，為考生在法規之理解、記憶、背誦、運用上奠定

良好的基礎，並透過相關試題之解析與說明，引導考生培養解題之思維與能力，並透過練習

使得考生能順利將法規範以文字陳述、表達於答案卷上，取得優異成績。 

現行監獄行刑法之架構如下： 

章次 名稱 起始條號 章次 名稱 起始條號

第一章 總則 §1 第十章 保管 §76 

第二章 入監 §10 第十一章 獎懲及賠償 §83 

第三章 監禁 §16 第十二章 陳情、申訴及起訴 §90 

第四章 戒護 §21 第十三章 假釋 §115 

第五章 作業 §31 第十四章 釋放及保護 §138 

第六章 教化及文康 §40 第十五章 死亡 §143 

第七章 給養 §46 第十六章 死刑之執行 §145 

第八章 衛生及醫療 §49 第十七章 附則 §149 

第九章 接見及通信 §67 
【說明】 

除上開內容外，並搭配相關法規之施行細則。

---------------------- 

二、法規內容整合 

基礎說明 

現行監獄行刑法之規定於民國109年1月15日公布，而將於民國109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惟施行

細則乃尚未依據監獄行刑法之新修正規定加以調整，故目前乃先以新法規定為主加以介紹，先

求母法之掌握，於日後施行細則經修正完成公布時，方另為對照，以求學習之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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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第一章 總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 立法目的 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目的，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

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特制定本法。 

2 主管機關、監督機關及

少年矯正學校或監獄之

訪視 

Ⅰ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Ⅱ監獄之監督機關為法務部矯正署。 

Ⅲ監督機關應派員視察監獄，每季至少一次。 

Ⅳ少年法院法官、檢察官執行刑罰有關事項，得隨時訪視少年

矯正學校、監獄。 

3 徒刑、拘役與罰金易服

勞役之執行處所及分別

監禁 

Ⅰ處徒刑、拘役及罰金易服勞役之受刑人，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於監獄內執行之。 

Ⅱ處拘役及罰金易服勞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 

4 少年受刑人矯正教育之

實施 

Ⅰ未滿十八歲之少年受刑人，應收容於少年矯正學校，並按其

性別分別收容。 

Ⅱ收容中滿十八歲而殘餘刑期未滿三個月者，得繼續收容於少

年矯正學校。 

Ⅲ滿十八歲之少年受刑人，得依其教育需要，收容於少年矯正

學校至滿二十三歲為止。 

Ⅳ前三項受刑人滿二十三歲而未完成該級教育階段者，得由少

年矯正學校報請監督機關同意，收容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

止。 

Ⅴ本法所稱少年受刑人，指犯罪行為時未滿十八歲之受刑人。

Ⅵ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少年受刑人矯正教育之實施，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5 監獄收容應按性別分界 監獄對收容之受刑人，應按其性別嚴為分界。 

6 受刑人之人權保障 Ⅰ監獄人員執行職務應尊重受刑人之尊嚴及維護其人權，不得

逾越所欲達成矯治處遇目的之必要限度。 

Ⅱ監獄對受刑人不得因人種、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

立場、國籍、種族、社會階級、財產、出生、身心障礙或其

他身分而有歧視。 

Ⅲ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並採取

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 

Ⅳ監獄應以積極適當之方式及措施，使受刑人瞭解其所受處遇

及刑罰執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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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監獄不得對受刑人施以逾 15 日之單獨監禁。監獄因對受刑

人依法執行職務，而附隨有單獨監禁之狀態時，應定期報監

督機關備查，並由醫事人員持續評估受刑人身心狀況。經醫

事人員認為不適宜繼續單獨監禁者，應停止之。 

7 外部視察小組之設置及

報告提出 

Ⅰ為落實透明化原則，保障受刑人權益，監獄應設獨立之外部

視察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七人，任期二年，均為無給職，由

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核定後遴聘之。 

Ⅱ前項委員應就法律、醫學、公共衛生、心理、犯罪防治或人

權領域之專家學者遴選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 

Ⅲ視察小組應就監獄運作及受刑人權益等相關事項，進行視察

並每季提出報告，由監獄經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備查，並以

適當方式公開，由相關權責機關回應處理之。 

Ⅳ前三項視察小組之委員資格、遴（解）聘、視察方式、權限、

視察報告之製作、提出與公開期間等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8 監獄得同意媒體採訪或

民眾參觀 

監獄得依媒體之請求，同意其進入適當處所採訪或參觀；並得

依民眾之請求，同意其進入適當處所參觀。 

9 受刑人有關資料之調查 Ⅰ為達到矯治處遇之目的，監獄應調查與受刑人有關之資料。

Ⅱ為實施前項調查，得於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受刑人

之個人資料，並得請求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人提供

相關資料，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 

Ⅲ第一項與受刑人有關資料調查之範圍、期間、程序、方法、

審議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 

 
第二章 入監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0 入監應備文件之送交 Ⅰ受刑人入監時，指揮執行之檢察署應將指揮書附具裁判書及

其他應備文件，以書面、電子傳輸或其他適當方式送交監獄。

Ⅱ前項文件不具備時，得拒絕收監，或通知補送。 

Ⅲ第一項之應備文件，於少年受刑人入少年矯正學校或監獄

時，應包括其犯罪原因、動機、境遇、學歷、經歷、身心狀

況及可供處遇之參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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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入監者相關事項之調

查及個別處遇計畫之訂

定 

Ⅰ對於新入監者，應就其個性、身心狀況、經歷、教育程度及

其他相關事項，加以調查。 

Ⅱ前項調查期間，不得逾 2 個月。 

Ⅲ監獄應於受刑人入監後 3 個月內，依第一項之調查資料，訂

定其個別處遇計畫，並適時修正。 

12 入監或在監婦女請求攜

帶子女之准許及相關安

置規定 

Ⅰ殘餘刑期在二個月以下之入監或在監婦女請求攜帶未滿三

歲之子女，監獄得准許之。 

Ⅱ殘餘刑期逾二個月之入監或在監婦女請求攜帶未滿三歲之

子女，經監獄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子女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評估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者，監獄

得准許之。 

Ⅲ前項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評估期間以二個月

為限，並應將評估報告送交監獄。 

Ⅳ在前項評估期間，監獄得於監內暫時安置入監或在監婦女攜

入之子女。 

Ⅴ子女隨母入監最多至滿三歲為止。但經第二項社會福利主管

機關評估，認在監符合子女最佳利益者，最多得延長在監安

置期間至子女滿三歲六個月為止。 

Ⅵ安置在監之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應通知子女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進行訪視評估，辦理

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一、子女出現畏懼、退縮或其他顯不適於在監安置之狀況。

二、滿三歲或前項但書安置期間屆滿。 

三、經第二項評估認在監安置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四、因情事變更須離開監獄。 

Ⅶ受刑人於監獄內生產之子女，適用前六項規定；其出生證明

書不得記載與監獄有關之事項。 

Ⅷ為照顧安置在監子女，監獄應規劃活動空間及提供必要之設

施或設備，並得洽請社會福利及相關機關（構）、法人、團

體或個人協助受刑人育兒相關教育與指導。子女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對於在監子女照顧安置

事項，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Ⅸ子女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於必要

時得委託其他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第二

項、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及前項所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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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入監之健康檢查與拒絕

收監之情形、處置及救

濟準用規定 

Ⅰ受刑人入監時，應行健康檢查，受刑人不得拒絕；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拒絕收監： 

一、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

自己事務。 

二、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三、懷胎 5 月以上，或生產未滿 2 月。 

四、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執行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五、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 

Ⅱ施行前項檢查時，應由醫師進行，並得為醫學上必要處置。

經檢查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之。 

Ⅲ第一項之檢查，在監獄內不能實施者，得戒送醫院為之。 

Ⅳ前三項之檢查未能於當日完成者，監獄得同意暫時收容。但

收容檢查期間不得逾 10 日。 

Ⅴ收容檢查結果符合第一項所列各款拒絕收監之情形者，其收

容檢查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

42 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Ⅵ第一項被拒絕收監者，應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責

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並準

用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2 第二項至第四項、第 93 條之 5

第一項前段及第三項前段、第 111 條之命提出保證書、指定

保證金額、限制住居、第 115 條、第 116 條、第 118 條第一

項之沒入保證金、第 119 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退保、第

121 條第四項准其退保及第 416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

第四項、第 417 條、第 418 條第一項本文聲請救濟之規定。

14 入監身體衣物之檢查及

相關人權維護；受刑人

身分辨識之機制 

Ⅰ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防止違禁物品流入，受刑人入監

時，應檢查其身體、衣類及攜帶之物品，必要時，得採集其

尿液檢驗，並得運用科技設備輔助之。 

Ⅱ前項檢查身體，如須脫衣檢查時，應於有遮蔽之處所為之，

並注意維護受刑人隱私及尊嚴。男性受刑人應由男性職員執

行，女性受刑人應由女性職員執行。 

Ⅲ非有事實足認受刑人有夾藏違禁物品或有其他危害監獄秩

序及安全之虞，不得為侵入性檢查；如須為侵入性檢查，應

經監獄長官核准，並由醫事人員為之。 

Ⅳ為辨識受刑人身分，應照相、採取指紋或記錄其他身體特

徵，並得運用科技設備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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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入監講習應告知之事項

及對身障等受刑人之適

當協助；在監服刑權利

義務之適當公開 

Ⅰ受刑人入監講習時，應告知下列事項，並製作手冊交付其使

用： 

一、在監應遵守事項。 

二、接見及通信事項。 

三、獎懲事項。 

四、編級及累進處遇事項。 

五、報請假釋應備條件及相關救濟事項。 

六、陳情、申訴及訴訟救濟之規定。 

七、衛生保健及醫療事項。 

八、金錢及物品保管之規定。 

九、法律扶助事項之宣導。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Ⅱ受刑人為身心障礙者、不通中華民國語言或有其他理由，致

其難以瞭解前項各款所涉內容之意涵者，監獄應提供適當之

協助。 

Ⅲ與受刑人在監服刑權利義務相關之重要法規、行政規則及函

釋等，宜以適當方式公開，使受刑人得以知悉。 

---------------------------- 

 
第三章 監禁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6 監禁舍房之種類及分配

原則 

Ⅰ監禁之舍房分為單人舍房及多人舍房。 

Ⅱ受刑人入監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監獄得依其管理

需要配房。 

17 受刑人移監之要件及程

序 

Ⅰ監獄受刑人人數嚴重超額時，監督機關視各監獄收容之實際

狀況，必要時得機動調整移監。 

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移送指定之監

獄： 

一、受刑人有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而本監無法提供相應

之資源。 

二、監獄依據受刑人調查分類之結果，認須加強教化。 

三、受刑人對於其他受刑人有顯著之不良影響，有離開本監

之必要。 

四、因不可抗力，致本監須為重大之施工、修繕；或有急迫

之安全或衛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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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於其他獄政管理上之正當且必要之理由。 

六、經受刑人主動提出申請，經監獄認為有正當且必要之理

由。 

Ⅲ前二項移監之程序與條件、受刑人審查條件、移送之審查程

序、辦理方式、對受刑人本人、家屬或最近親屬之告知、前

項第六款得提出申請之資格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法務部定之。 

18 累進處遇之適用 Ⅰ對於刑期 6 月以上之受刑人，為促使其改悔向上，培養其適

應社會生活之能力，其處遇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法為

之。但因身心狀況或其他事由認為不適宜者，得暫緩適用累

進處遇。 

Ⅱ累進處遇事項及方法，另以法律定之。 

19 給予和緩處遇之情形及

程序 

Ⅰ前條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獄得給予

和緩處遇：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 

二、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

自己事務，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 

三、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 

四、懷胎期間或生產未滿 2 月。 

五、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 

Ⅱ依前項給予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 

Ⅲ和緩處遇原因消滅後，回復依累進處遇規定辦理。 

20 和緩處遇之方法及準用

對象 

Ⅰ前條受刑人之和緩處遇，依下列方法為之： 

一、教化：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身心之方法行之。 

二、作業：依其志趣，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

業，每月所得之勞作金並得自由使用。 

三、監禁：視其個別情況定之。為維護其身心健康，並得與

其他受刑人分別監禁。 

四、接見及通信：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得許其與

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人接見及發受書信，並得於適當

處所辦理接見。 

五、給養：罹患疾病者之飲食，得依醫師醫療行為需要換發

適當之飲食。 

六、編級：適用累進處遇者，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

以編級，編級後之責任分數，依同條例第 19 條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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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計算。 

Ⅱ刑期未滿 6 個月之受刑人，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準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 

--------------------------- 

 
第四章 戒護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21 監獄得運用科技設備輔

助嚴密戒護 

Ⅰ監獄應嚴密戒護，並得運用科技設備輔助之。 

Ⅱ監獄認有必要時，得對受刑人居住之舍房及其他處所實施搜

檢，並準用第 14 條有關檢查身體及辨識身分之規定。 

Ⅲ為戒護安全目的，監獄得於必要範圍內，運用第一項科技設

備蒐集、處理、利用受刑人或進出人員之個人資料。 

Ⅳ監獄為維護安全，得檢查出入者之衣類及攜帶物品，並得運

用科技設備輔助之。 

Ⅴ第一項、第二項與前項之戒護、搜檢及檢查，不得逾必要之

程度。 

Ⅵ第一項至第四項科技設備之種類、設置、管理、運用、資料

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22 隔離保護之要件及相關

程序 

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獄得施以隔離保護： 

一、受刑人有危害監獄安全之虞。 

二、受刑人之安全有受到危害之虞。 

Ⅱ前項隔離保護應經監獄長官核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為

之，並立即報告監獄長官。 

Ⅲ監獄應將第一項措施之決定定期報監督機關備查。監獄施以

隔離保護後，除應以書面告知受刑人外，應通知其家屬或最

近親屬，並安排醫事人員持續評估其身心狀況。醫事人員認

為不適宜繼續隔離保護者，應停止之。家屬或最近親屬有數

人者，得僅通知其中一人。 

Ⅳ第一項隔離保護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於原因消滅時應即解除

之，最長不得逾 15 日。 

Ⅴ第一項施以隔離保護之生活作息、處遇、限制、禁止、第三

項之通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23 對受刑人施用戒具、施

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

護室之要件、程序、期

Ⅰ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得單獨或合併施用戒具、施以

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 

一、有脫逃、自殘、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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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及身心健康維護 二、有救護必要，非管束不能預防危害。 

Ⅱ前項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監獄不得作

為懲罰受刑人之方法。施以固定保護，每次最長不得逾 4

小時；收容於保護室，每次最長不得逾 24 小時。監獄除應

以書面告知受刑人外，並應通知其家屬或最近親屬。家屬或

最近親屬有數人者，得僅通知其中一人。 

Ⅲ戒具以腳鐐、手銬、聯鎖、束繩及其他經法務部核定之戒具

為限，施用戒具逾 4 小時者，監獄應製作紀錄使受刑人簽

名，並交付繕本；每次施用戒具最長不得逾 48 小時，並應

記明起訖時間，但受刑人有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致發生

騷動、暴動事故，監獄認為仍有繼續施用之必要者，不在此

限。 

Ⅳ第一項措施應經監獄長官核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為

之，並立即報請監獄長官核准之。監獄應定期將第一項措施

實施情形，陳報監督機關備查。 

Ⅴ受刑人有第一項情形者，監獄應儘速安排醫事人員評估其身

心狀況，並提供適當之協助。如認有必要終止或變更措施，

應即報告監獄長官，監獄長官應為適當之處理。 

Ⅵ第一項施用戒具、固定保護及收容於保護室之程序、方式、

規格、第二項之通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24 戒護受刑人外出得施用

戒具或施以電子監控措

施 

Ⅰ監獄戒護受刑人外出，認其有脫逃、自殘、暴行之虞時，得

經監獄長官核准後施用戒具。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Ⅱ受刑人外出或於監獄外從事活動時，監獄得運用科技設備，

施以電子監控措施。 

25 得使用核定器械為必要

處置之情形及限制 

Ⅰ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人員得使用法務部核定之棍、刀、槍

及其他器械為必要處置： 

一、受刑人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為強暴、脅迫或有

事實足認為將施強暴、脅迫時。 

二、受刑人持有足供施強暴、脅迫之物，經命其放棄而不遵

從時。 

三、受刑人聚眾騷動或為其他擾亂秩序之行為，經命其停止

而不遵從時。 

四、受刑人脫逃，或圖謀脫逃不服制止時。 

五、監獄之裝備、設施遭受劫奪、破壞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