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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假釋之相關立法例與理論 

 

刑罰乃國家對於犯罪人，以剝奪其私人法益之手段所加公法上之

制裁。假釋，係指受刑人受徒刑之執行，經過法定期間，而有悛悔實

據者，由監獄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暫時釋放出獄。受刑人在假釋期間，

以遵守一定事項為條件，假釋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者，其未執行之刑，

以已執行論。反之，如在假釋期間，再犯罪或違反應遵守事項，情節

重大者，則撤銷其假釋，並繼續執行其殘餘徒刑。臺灣地區刑法第

7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年或在有期徒刑

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法律

既規定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者，未執行之刑已執行論，故假釋期間

仍屬刑罰執行階段之一。其將受刑人從機構內（監獄）矯正移至機構

外（社區）矯正，為刑罰場所及矯正方式之變更，以貫徹刑罰終極目

的之行刑社會化，並使受刑人順利回歸社會重作新民
14
。 

臺灣地區刑法第 77 條所稱「受徒刑之執行，……而有悛悔實據

者，……得許假釋出獄。」大陸地區刑法第 81 條所稱「執行原判刑

期……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後不致再

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之假釋要件，其刑罰目的皆以促使受刑人

內心惡性改過向善，其理論係採主觀主義。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1

條、第 37 條、第 39 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悔

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對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其施教，

應依據受刑人入監時所調查之性行、學歷、經歷等狀況，分別予以集

體、類別及個別之教誨，與初級、高級補習之教育。」「教化應注重

國民道德及社會生活必需之知識與技能。對於少年受刑人，應注意德

育，陶冶品性，並施以社會生活必需之科學教育，及技能訓練。」大

陸地區監獄法第 1條及第 3條規定：「爲了正確執行刑罰，懲罰和改

                                                 
14 劉邦繡、蕭丁苑，「刑事執行程序中之假釋與保護管束」，收錄於法令月刊，第 55 卷第 12 期，

頁 35；張小林，「淺析假釋制度的適用」，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154；張紅，「對當

前減刑、假釋案件審理中的幾點思考」，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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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監獄對罪犯實

行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勞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爲守

法公民。」所稱「徒刑、拘役之執行，」「爲了正確執行刑罰，懲罰」、

「監獄對罪犯實行懲罰」，係指刑罰之目的其理論採應報主義；而「以

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對於受刑人，應施以

教化……教化應注重國民道德及社會生活必需之知識與技能……」、

「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勞動相結

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爲守法公民。」其刑罰規定則兼採目的主義

及教育刑主義。 

 

 

第一節  假釋之源起 

 

假釋，係將受刑人從機構內（監獄）矯正移至機構外（社區）矯

正，為刑罰場所及執行方式之變更，也是執行刑罰的階段之一，以落

實刑罰終極目的之行刑社會化。惟對於假釋制度之源起，學者說法不

一： 

一、假釋制度起源於英國 

（一）謝瑞智於所著「刑事政策原論」一文中內載：「假釋制度起

源於十八世紀末葉，英國……以『附條件恩赦』之方式，

創設「假釋票（Ticket of Leave）」對於有悛悔實據之受

刑人縮短一部分刑期，以鼓勵其改悔向上，一般認為假釋

制度是萌芽於此
15
。」 

（二）楊大器於所著「刑法總則釋論」一文中內載：「假釋制度始

於英國，一八二八年先為試行
16
。」 

（三）褚劍鴻於所著「刑法總則論」一文中內載：「假釋制度，發

軔於英國，十八世紀初，首行之於澳洲殖民地，後為英之

                                                 
15 謝瑞智，刑事政策原論，臺北，文笙書局，1978 年 7 月，頁 311。 
16 楊大器，刑法總則釋論，臺北，1978 年 7 月第 12 版，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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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及美國各州所採用
17
。」 

（四）許福生於所著「刑事政策學」一文中內載：「假釋之濫觴，……

於一七九一年以『附條件恩赦』（conditional pardon）方

式，創設「假釋票」（ticket of leave ），對於有悛悔實

據的受刑人，縮短一部分刑期，以鼓勵其改悔向上。迨至

一八二二年，澳洲創立累進制度，將此「附條件恩赦」納

入其制度中
18
。」 

（五）趙國玲於所著「第七章刑罰執行第六節假釋」一文中內載：

「假釋始見於英國。一七九○年英屬殖民地澳大利亞首先

對表現良好的罪犯免除部分刑期，予以附條件釋放
19
。」 

（六）李豫黔於所著「第十二章假釋制度」一文中內載：「假釋制

度首先確立於英國。早在十六世紀初期，隨著資本主義經

濟的產生，大批的農民被趕出他們的家園，成為流浪者，

當時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為了保護自己的利益，在英國實行

流放制度，即將許多受刑人流放於英國殖民地的澳洲（澳

大利亞）……
20
。」 

（七）臺灣地區立法院第 5 屆第 6 會期司法委員會第 7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行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臺灣地區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該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修正刑法第

77 條說明欄內載：「行政院、司法院提案一、假釋制度係

發軔於英國，固已為目前大多數國家刑事立法例所採

行，……
21
。」 

二、假釋制度起源於美國 

（一）Joan Petersilia 在「Probation and Parole」一文中內

                                                 
17 褚劍鴻，刑法總則論，臺北，1975 年 10 月再版，頁 395。 
18 許福生，刑事政策學，臺北，三民書局，2005 年 3月，頁 471。 
19 趙國玲，「第七章刑罰執行」，收錄於楊殿升（主編），監獄法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

年 8 月第 2版，頁 74。  
20 李豫黔，第十二章假釋制度，收錄於韓玉勝 主編，刑事執行制度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07 年 1 月，頁 355。  
21 立法院公報第 94 卷第 3期，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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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假釋、監獄與緩刑，都是最早由美國創始。……假釋

是由密西根州的刑罰學者 Zebulon Brockway 所建議，他提

出一體兩面的策略，即是將犯罪者判處不確定的刑期，一

面管理監獄受刑人，一面準備讓受刑人重回社會，再視其

在獄中的表現予以假釋
22
。」 

（二）周國強於所著「社區矯正制度研究」一文中內載：「假釋制

度起源於美國，現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刑

罰執行制度
23
。」 

三、假釋制度起源於澳洲 

（一）林茂榮、楊士隆先生於所著「監獄學－犯罪矯正原理與實

務」一文中內載：「假釋制度始自西元一七九○年間Captain 

Arithur Philip 試行於澳洲，對於行狀善良，作業成績良

好之人犯赦免其刑期，為附條件之釋放
24
。」 

（二）張小林於所著「淺析假釋制度的適用」一文中內載：「假釋

制度源於澳洲放票制度，一七九○年澳大利亞新南威爾士

州州長菲利浦根據英國政府的授權，對於因犯罪被從英國

流放到澳洲的受刑人，選擇其中表現良好的，決定免除其

中一部分刑期，而予以提前釋放，第一次推行假釋
25
。」 

四、假釋制度起源於周禮 

臺灣地區法務部史實紀要第 3 編（法務行政）第 3 章（監所行政）

第 8 節（累進處遇與假釋制度）第 2目（假釋制度）一、先民行刑思

想與假釋制度之沿革內載，「周禮秋官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國

中，不齒三年；其不能改而出圜土者，殺。』所謂能改者，反於國中，

即悔改者釋放返故鄉。不齒三年，指不能列於平民，期限三年，亦即

                                                 
22 Joan Petersilia，Probation and Parole，Edited by Michael Tonry，The Handbook of Crime 

and Punishment，p567。 
23 周國強，社區矯正制度研究，北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 年 12 月，頁 169。 
24 林茂榮、楊士隆，監獄學－犯罪矯正原理與實務，臺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年 1 月第 5版，頁 119－120。 
25 張小林，淺析假釋制度的適用，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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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監視的期限，似相當於今日保護管束之期限。秋官司圜云：『能

改者上罪三年而舍，中罪二年而舍，下罪者一年而舍。』於期內無過

失，即舍而為平民。與現代之假釋制度精神相似
26
。」 

五、小結 

周禮秋官司圜云：「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年而舍，中罪二年而舍，

下罪者一年而舍；其不能改而出圜土者殺。雖出三年不齒
27
。」。「圜

土」即今日之監獄，「司圜」則專司圜土之事務，類似於今日之監獄

官，為大司寇之屬官。所謂「能改者，上罪三年而舍，中罪二年而舍，

下罪者一年而舍；」即圜土之收容期限，按其行為之輕重，分為 3 等，

有悛悔之實據者，上罪 3年，中罪 2年，下罪 1 年。「罷民」係指社

會下層勞動之不良人民，凡有妨害社會公安之虞者，不論有無犯罪，

均將其收容於圜土，加以監管教化。並將其罪惡要項寫於大方版，插

在該過失犯之背後，促其知恥而有所警惕。但無悛悔之實據者，期限

雖滿，仍不釋放；脫逃者，則處以死刑
28
。此與現行刑法及保安處分

執行法有關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期間，受刑人須受執行保護管束者之輔

導、監督，同其意義。若就西周之禮治開始計算，武王即位在西元前

1,122 年，距今 3,000 餘年
29
，則周禮行刑制度與現行假釋中付保護

管束制度之精神相似，且早於英、美、澳等國家之見解，似較為可採。 

 

 

 

 

                                                 
26 法務部，法務部史實紀要，臺北，1990 年 7 月，頁 920；黃秉心，中國刑法史，臺北，育光書
局，1966 年 10 月再版，頁 111－130。 

27 張昭綜，珍本十六經、四禮集註（3），頁 189。 
28 禮為規定國家統治機關之組織及其權限之法制，其設六官，各掌六典，天官塚宰掌「治典」，
定國家統治上之綱要。地官司徒掌「教典」，定教化行政之綱要。春官宗伯掌「禮典」，定禮制
之綱要。夏官司馬掌「政典」，定兵事及員警之綱要。秋官司寇掌「刑典」，定刑法及斷獄之綱
要。冬官司空掌「事典」，定土木及營造事項之綱要。秋官司寇為司法機關，以掌理司法事務
為主，其長官大司寇有立法權，司寇相當於刑部尚書。黃秉心，前註 26，頁 111－130 

29 謝冠生、查良鑑，中國法制史論集，臺北，中華法學協會、中國文化學院法律研究所，1968
年 8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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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釋之本質 

 

一、假釋之本質目前理論各有所偏 

法治國家之人權，係植基於犯罪人、被害人及社會權益之均衡。

假釋為刑之執行階段之一，為刑罰之執行場所與執行方式之變更。惟

假釋之本質，其理論目前為權利說、恩赦說、改善思想說、累進處遇

之最終階段說、假釋寓有不定期刑之性質
30
、行政措施說及刑事政策

說，其立論各有其立場： 

（一）權利說 

受刑人在監獄執行徒刑，因遵守監規，行為表現良

好，所以才有假釋，故假釋為其權利，此說係以受刑人立

場為出發點。 

（二）恩赦說（恩惠說）或獎勵說 

假釋是為鼓勵受刑人適於監獄生活之一種獎勵措施
31
，且假釋出獄係以保持善行為條件，其是否假釋？為行

政機關之權限，故假釋為恩赦，此說以監獄管理者為考

量。在大陸地區獎勵說仍占主導地位，司法實務界更是將

假釋視為一種獎勵乃至於恩惠
32
。 

（三）改善思想說 

刑罰之目的在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

如受刑人經矯正已獲改善，即無繼續執行刑罰之必要。  

（四）累進處遇之最終階段說 

假釋係以受刑人執行刑罰至某階段，已悛悔有據，乃

准予附條件暫時出獄，故其具有累進處遇之最終階段的性

質。 

                                                 
30 謝瑞智，刑事政策原論，前註 15，頁 308－309。  
31 法務部，考察「英、法、德、荷、西班牙司法保護制度暨檢察業務」報告，1987 年 6 月，頁

291；王建國、官文生，「假釋制度若干問題探討」，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36；張小

林，「淺析假釋制度的適用」，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159。  
32 胡萍，「減刑、假釋的立法和司法實踐學術研討會會議論述」，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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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釋寓有不定期刑之性質 

受刑人依法院之裁判執行刑罰中，符合法定要件，且

悛悔有據，即准予假釋出獄，故假釋寓有不定期刑之性質。 

（六）行政措施說 

核准假釋僅是容許受刑人某些時間在監外執行，並接

受當局的管理，受刑人於假釋期間不守規則或行為不檢

時，法律為求整頓該受刑人並符合社會觀感，應命其返監

繼續服刑，故假釋處分是一種行政措施
33
。 

（七）刑事政策說 

假釋在大陸地區刑罰體系中的定位，是司法機關依法

律的規定，視受刑人的具體表現而實施的刑事政策
34
。 

二、小結 

給予國人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維護穩定和諧的社會，為政府的

責任，前述各說與臺灣地區憲法所揭示「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

定社會安寧，增進人民福利。」之意旨，均有所偏，學者亦有不同見

解。假釋係刑之執行階段之一，為刑之執行場所與執行方式變更，為

落實憲法及刑法等相關規定，所以探討假釋之本質，應從假釋之意

義、功能、受刑人、監獄管理者、被害人及社會公安等因素所涉及之

司法、社會、教育、經濟、行政等面向考量，並兼顧相關理論
35
優點，

而採多贏策略，故整合前揭理論，另創「公益說」理論，以作為國家

規劃政策及修法之參考外，並依此理論導引出假釋與社區矯正之聯結

原則，如何以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教育刑主義效益，並建構社區

安全網絡，當為現代刑事政策之重要課題。雖然亦有持反對假釋之論

者，其理由略以「違背法治國治罪原理、有悖報應之原理與一般預防

之目的、影響受刑人之情緒、假釋以悛悔為前提，悛悔不易考察，故

                                                 
33 丁道源，論美國監犯假釋與出獄人保護制度，參見法學叢刊，1959 年 1 月，第 13 期，頁 70

內載，Mr.Spaulding 曾於 1916 年於美國監獄學會（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之集會

中作如是演說。 
34 李燕明，關於減刑、假釋制度的兩點思考，收錄於高憬宏主編，前註 7，頁 18。 
35 榮容、肖君擁，國外社區矯正的理論與實踐，收錄於榮容、肖君擁 主編，前註 6，頁 1－11；

蕭丁苑，假釋功能及程式之探討，收錄於全國律師月刊，2000 年 8月，頁 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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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弊端叢生、短期自由刑既應廢止，盡量擴張罰金之效果，自無

假釋之救濟適用問題
36
。」惟從下列理論之探討，證明假釋之本質宜

以「公益說」為當，且假釋制度更有存在之必要。 

（一）司法性 

1、人權為普世價值 

人權為普世價值，「刑罰之人道性」，為世界人

權宣言第 5 條所揭示之基本人權。任何人犯罪，自應

依法處罰。惟當受刑人執行刑罰已逾一定期間，且悛

悔有據，基於「刑罰之人道性」考量，讓受刑人假釋

出獄，更有助於社會的和諧。 

2、刑罰之目的在於社會化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1條規定：「徒刑、拘役

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

的。」大陸地區監獄法第 3條規定：「監獄對罪犯實

行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勞動相結合的原則，將

罪犯改造成爲守法公民。」兩岸法律皆明定，刑罰以

受刑人出獄後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為鼓勵受刑人改

過向善所採之假釋制度，當有助於受刑人之再社會

化。 

3、救濟長期自由刑之缺失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2條第 1 項規定：「處徒

刑拘役之受刑人，除法律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執行

之。」大陸地區監獄法第 2條規定：「監獄是國家的

刑罰執行機關。依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判

處死刑緩期二年執行、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

在監獄內執行刑罰。」在監獄執行刑罰，受刑人自由

受其拘束，始知自由之可貴。故監獄行刑的目的，係

                                                 
36 謝瑞智，前註 15，頁 3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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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威嚇作用，並輔以教化方式，促使受刑人改悔向

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在監獄執行刑罰，當受刑

人已達到一定程度之矯正，即無必要將其留置監獄執

行刑罰，乃有假釋制度之設，以救濟長期自由刑之缺

失。所謂長期自由刑，依 1959 年聯合國歐洲諮詢團

體所召開關於犯罪之預防及犯人處遇會議之決議意

旨，係指 6 個月以上之刑期而言
37
。 

4、刑罰謙抑原則 

刑罰並非萬能，故應視受刑人之個別狀況分類矯

正，並輔以相關制度，以彌補刑罰之不足。假釋、緩

刑、社區義務勞務及保安處分等制度，即本刑罰謙抑

原則應運而生
38
。 

5、假釋出獄之受刑人與國家係屬特別法律關係 

臺灣地區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

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監獄行刑法第 82 條規

定：「受刑人經假釋出獄，在假釋期間內，應遵守保

護管束之規定。」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依保

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 規定，受刑人在假釋（保

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規定包括：保持善良品行，

不得與素行不良之人往還、服從檢察官及執行保護管

者之命令、不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對

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

行人員報告 1 次、非經執行保護管束者許可，不得離

開受保護管束地；離開在 10 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

核准。大陸地區刑法第 84 條及第 85 條規定，受刑人

在假釋期間應遵守之規定包括：遵守法律、行政法

                                                 
37 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246 號政府提案第 3735 號(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 ) ，頁 132。  
38 陳玉書、鍾志宏，我國假釋政策之評估研究，收錄於法務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七），

臺北，1998 年 12 月，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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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服從監督、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

情況、遵守監督機關關於會客的規定、離開所居住的

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監督機關批准。假釋受刑

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假釋

為執行刑罰階段之一，受刑人從監獄假釋出獄至社

區，其身分不變，仍為受刑人。受刑人假釋出獄，係

以在假釋期間保持善行為條件，且須受公部門及相關

人員之監管，以構築一道社會安全防護及促使受刑人

順利回歸社會之矯正地帶，故受刑人與國家係屬特別

法律關係。 

6、假釋制度為刑事政策的一環 

臺灣地區現行刑法自 24 年（1935）公佈施行以

來，其間因監所擁擠，而於 83 年（1994）修正刑法

假釋要件，假釋要件從原來無期徒刑逾 10 年後，有

期徒刑逾 2 分之 1後，始得假釋之規定，修正為無期

徒刑逾 10 年後，有期徒刑逾 3 分之 1 後即可假釋，

以紓解監所人滿為患的問題。惟嗣後卻因假釋條件的

放寬造成受刑人假釋後再犯率升高，嚴重衝擊社會治

安，政府乃於 86 年（1997）將刑法假釋條件修正為

無期徒刑逾 15 年、累犯逾 20 年，有期徒刑逾 2 分之

1、累犯逾 3 分之 2 才可假釋，嗣後再分別於 89 年

（2000）及 94 年（2005）修正刑法假釋要件。大陸

地區於 1979 年第 5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2 次會議

通過「刑法」，1980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惟 1997 年

第8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修訂刑法假釋要

件，規定對累犯以及因殺人、爆炸、搶劫、強姦、綁

架等暴力性犯罪被判處 10 年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不得假釋。兩岸刑法皆以因應社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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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環境的變化，而先後本於寬、嚴的刑事政策，適時

調整假釋規範件。 

（二）社會性 

1、假釋制度在和緩受刑人適應社會的壓力 

受刑人刑滿出獄，面對生活壓力，社會如無法接

納受刑人，與宣判受刑人社會死刑無異，受刑人勢必

產生仇恨，進而危害社會，對社會及受刑人而言，均

有其負面作用。假釋制度即在和緩受刑人適應社會生

活的壓力，並預防其再犯罪，以維護社會和諧。 

2、監禁矯正移轉至社區矯正之接軌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2條第 1 項規定：「處徒

刑拘役之受刑人，除法律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執行

之。」而同法第 1條則規定：「監獄行刑的目的，在

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大陸地

區監獄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監獄是國家的刑罰

執行機關。……被判處死刑緩期二年執行、無期徒

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監獄內執行刑罰。」「監獄

對罪犯實行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勞動相結合的

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爲守法公民。」惟在監執行為機

構內之矯正，一牆之隔，卻形成圍牆內與圍牆外二種

截然不同之生活方式，受刑人在監執行，與世隔絕，

身體自由、生活習慣等事項均受限制。而監獄外之社

會生活雖是自由開放，但卻必須在五光十色的環境中

自食其力。受刑人長期處於不自由的環境，如待期滿

出獄，一下回到自由開放的社會，勢必無法適應其新

生，而極易再犯。故於公權力的監管下，在不自由（監

禁矯正）與自由（社區矯正）之中間矯正適應地帶之

假釋制度因而產生。 

3、包容、妥協為附條件假釋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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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受刑人自立更生，適於社會生活，並預防

其再犯，以維社會安寧，臺灣地區依更生保護法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11 條等規定，受刑人假釋出獄得向

其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更生保護會或其分會聲請保

護。保護的範圍包括輔導就業、就學、就醫及就養等

事項。大陸地區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

第 4 條規定，幫助社區被裁定假釋的受刑人解決在就

業、生活和心理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利於其

順利適應社會生活。其目的即在避免受刑人假釋出獄

因生活等事項衍生社會問題，甚至影響社會治安，以

維護人民居住環境品質，故包容、妥協係兼顧犯罪人

與被害人、社會權益之平衡，亦為附條件假釋之核心

價值。 

（三）教育性 

1、教育刑主義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37 條、第 39 條規定，對

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其施教，應依據受刑人入監

時所調查之性行、學歷、經歷等狀況，分別予以集體、

類別及個別之教誨，與初級、高級補習之教育。教化

應注重國民道德及社會生活必需之知識與技能。對於

少年受刑人，應注意德育，陶冶品性，並施以社會生

活必需之科學教育，及技能訓練。而大陸地區監獄法

第 3 條規定，監獄對受刑人實行懲罰和改造相結合、

教育和勞動相結合的原則，將受刑人改造成爲守法公

民。即指受刑人在監獄執行刑罰，須以教育刑主義為

指導原則，落實教化的功能，並配合實施個別化之行

刑累進處遇制度與假釋制度，以促使受刑人積極改悔

向善，而達到刑罰的目的。假釋制度同時涵蓋教育刑

主義與應報刑主義之雙重功能，受刑人刑期尚未執行

完畢，為鼓勵其改悔向善，乃有附條件之假釋，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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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假釋期間再犯罪，或違反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

大者，即撤銷其假釋，且仍應送入監獄執行其原未執

行完畢之徒刑，此時又回歸應報刑主義。顯見兩岸刑

罰制度，係採教育刑主義與應報刑主義併行原則，二

者相輔相成。 

2、加強受刑人之法治教育及心理諮商、輔導 

受刑人假釋出獄，為接軌社會生活，適時加強受

刑人之法治教育及心理諮商、輔導等工作，以協助受

刑人成為守法的國民，當有助於順利回歸社會，並降

低其危害社會之風險。 

3、社區矯正之警示作用 

受刑人在接受社區矯正的同時，對社區的居民會

產生警示作用，教育社會大眾，犯罪者須受處罰，以

發揮一般預防犯罪的功能。 

（四）經濟性 

1、刑罰之經濟性 

「刑罰經濟」，乃受刑人刑罰個別化原則之延

伸，亦即刑罰之執行，應依受刑人之需要而調整，在

宣告刑之範圍內，刑罰執行至某種程度，受刑人如已

悛悔有據，此時即無必要繼續將受刑人拘束於監獄

內，故對受刑人施以附條件提前釋放之假釋制度，其

著眼乃在刑罰經濟之考量。為加強落實假釋制度，維

護社會治安，自民國 82 年（1993）以來，由於毒品

犯遽增，導致監所人犯大量超額收容，為紓解監所人

滿為患之窘況，並基於教育刑主義及刑罰經濟理念，

法務部於83年 1月提案修正刑法第77條有關假釋之

形式要件，將原規定受刑人有期徒刑執行「逾二分之

一」修正為「逾三分之一」，即可報請假釋，以激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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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改悔向上，並減輕獄政上的負擔，避免監獄因

人犯過於擁擠而降低矯治功能
39
。 

2、穩定且正常的經濟，為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關鍵 

完整的家庭生活為社會穩定之基礎，而穩定且正

常的經濟來源除對受刑人家庭生活有所幫助外，另一

方面，亦可賠償被害人的損失，顯見假釋制度有其經

濟作用，亦為維護社和諧的重要關鍵。 

（五）行政性 

1、紓解監獄人犯之擁擠 

監獄人滿為患，加以受刑人在心中如果沒有明

天，容易造成囚情不穩，以致影響監獄之管理。因而

假釋配合行刑累進處遇制度之施行，可鼓勵受刑人在

監獄內遵守規定，改悔向善，以穩定囚情，並達成紓

解監獄人犯擁擠之目的。 

2、受刑人假釋出獄係行政作用下之反射利益 

刑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

為目的，當受刑人已改悔有據，自宜讓其回歸社會。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受

刑人累進處遇進至二級以上，悛悔向上，而與應許假

釋情形相符合者，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報請法務

部核准後，假釋出獄。」大陸地區監獄法第 32 條規

定：「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法律

規定的假釋條件的，由監獄根據考核結果向人民法院

提出假釋建議，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假釋建議書之日

起一個月內予以審核裁定。」故依目前法律設計，監

獄執行徒刑，係本其權限認為受刑人已符合假釋要件

者，即自動報請法務部核准假釋或建議人民法院裁定

                                                 
39 法務部 87 年（1998）4 月份記者會資料 5、法務部公報第 214 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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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假釋，亦即聲請假釋之主體為監獄，而是否准予

假釋之權限分屬法務部及人民法院，受刑人並無聲請

假釋之權利，受刑人之假釋出獄，係業務主管機關執

行法律所為行政作用下之反射利益。 

3、節省行政資源  

       受刑人在監執行，監獄軟硬體設備之購置、維

修、人事管理等費用，均來自辛勞工作人民所繳納的

血汗錢，假釋係結合社會力量，並運用社會資源，以

社區矯正代替機構內矯正，其矯正方式可節省人力、

物力、財力等方面之支出，並使國家就相關資源作更

有效之運用。 

 

 

第三節  保安處分 

 

一、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二元立法體系 

刑罰因為受到罪責原則的限制，所以在防制犯罪的措施中受到制

約，為防衛社會安全，必須輔以特別措施，乃有保安處分制度的產生，

刑罰與保安處分，二者相輔相成
40
。保安處分，係國家為防衛社會安

全，並強化犯罪人再社會化之功能，於刑罰之外，對犯罪人將來之危

險性所為限制其身體、自由或權利等之處置，以達教化、治療與預防

其再犯之特別目的，為刑罰之補充
41
、代替

42
、輔助制度。保安處分，

原係大陸法系之產物，其認為刑罰與保安處分不同，故刑法採刑罰與

保安處分之二元立法體系，例如德國刑法第 3章第 6節「矯正與保安

                                                 
40 林山田，刑罰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2005 年 4 月修訂版，頁 335。 
41 司法院釋字第 471 號解釋參照。  
42 立法院公報第 94 卷第 3期委員會紀錄，頁 209，刑法第 98 條修正理由內載：「一、保安處分

中不乏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而有補充或代替刑罰之作用，……」；梁根林，「保安處分制度

的中國命運－兼論勞動教養的出路」內載：「保安處分，是國家基於維護秩序、社會保安之需

求，對於具有特殊人身危險性的人，替代或補充刑罰適用的，以矯治、感化、醫療、禁戒等

手段進行的具有司法處分性質的各種保安措施的總稱。」，收錄於儲槐植、陳興良、張詔彥主

編，理性與秩序：中國勞動教養制度研究，北京，法律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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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
43
之規定，義大利刑法第 1 編第 8 章「保安處分」

44
專章，以及

臺灣地區刑法第 12 章「保安處分」專章，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

種。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之結合併行，以保護管束輔助假釋之執行，受刑人

假釋出獄並在公權力之監督管理下回歸社區，其假釋之目的，兼採目

的主義之特別預防主義，臺灣地區刑法採實證學派之刑罰與保安處分

二元論
45
。在英美法系，則認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並無不同，故刑法採

一元立法體系，將保安處分涵蓋於刑罰之中
46
，大陸地區刑法僅有刑

罰規定，而無保安處分制度。但為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的實際需

要，而於相關法規分別規定具有多種保安處分性質的保安措施
47
。例

如「勞動教養戒毒工作規定」之戒毒治療
48
 。 

二、保安處分與刑罰之關係 

保安處分因涉及人身自由，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4 條第 1 項規

定：「執行保安處分，應依裁判行之。」故為「司法處分」
49
。保安處

分包括感化教育、監護、禁戒、強制工作、強制治療、保護管束、驅

逐出境、觀察勒戒、強制戒治等類型。除驅逐出境，係為維護我國之

生活環境品質，對外國人所採之隔離措施；而保護管束為機構外之社

區矯正外，其餘之保安處分均為機構內矯正。狹義的保安處分以有犯

罪行為為前提，其目的在補充、代替、輔助刑罰。廣義的保安處分，

則不以有犯罪行為為前提，其目的在維護公安或預防犯罪
50
；例如檢

肅流氓條例之流氓感訓處分，檢肅流氓條例兼具保安處分與行政罰之

                                                 
43 蔡墩銘譯「德日刑法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 12 月，頁 14－40。 
44 胡僑榮譯「義大利刑法」，前司法行政部編印各國刑法彙編，1800 年 6月，頁 1518－1533，1980。 
45 褚劍鴻，前註 17，頁 25－32；蔡墩銘，最近刑事政策之趨向，軍法專刊，第 32 卷第 3 期，

頁 7。 
46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研究之「英美之觀護( Probation )制度」，629 頁；蔡墩銘，最近刑事政

策之趨向，軍法專刊，第 32 卷第 3 期，頁 3－4 內載：「在採保安處分與刑罰一元制之國家，

保安處分與刑罰已經密切之結合，故在刑罰保安處分化之結果，此項對抗犯罪之刑罰，被稱

為保安刑。」 
47 梁根林，前註 42，頁 177。 
48  http://big5.china.com.cn/policy/txt/2003-06/11/content_5344203.htm，中國網（查訪

時間 2007/11/2）。 
49 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大法官林永謀協同意見書。 
50 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大法官孫森焱協同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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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性質
51
。刑法第 12 章「保安處分」，兼採併科主義與代替主義。 

（一）保安處分之目的在補充、代替、輔助刑罰 

刑罰與保安處分得予併科，先執行刑罰者，如刑法第

86 條第 2項前段規定：「因未滿十八歲而減輕其刑者，

得於刑之執行完畢或赦免後，令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

化教育。」第 87 條第 2項規定：「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狀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時，於刑之執行完畢或赦免後，令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先執行保安處分者，如第 86 條第 2項後段但書規

定：「但宣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金者，得於執

行前為之。」第 91 條規定：「犯第二百八十五條之罪者，

得令入相當處所，強制治療。前項處分於刑之執行前為

之，其期間至治癒時為止。」又如刑法第 95 條規定：「外

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行完畢或赦

免後，驅逐出境。」即以保安處分補充刑罰之不足。 

刑罰與保安處分可互為代替者
52
，例如刑法第 98 條規

定：「依第八十六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告

之保安處分，其先執行徒刑者，於刑之執行完畢或赦免

後，認為無執行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行；其先

執行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行完畢或一部執行而免除後，

認為無執行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

行。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九十條

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於處分

執行完畢或一部執行而免除後，認為無執行刑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行。前二項免其刑之執行，

以有期徒刑或拘役為限。」 

                                                 
51 司法院 82 年（1993）9 月 9日 82 廳刑一字第 16143 號函。  
52 謝瑞智，刑事政策原論，前註 15，頁 338；高仰止，刑法總論 64 年 8 月再版，頁 583－585；

許福生，刑事政策學，前註 18，頁 323；林山田，刑罰學，前註 40，頁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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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93 條第 1項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者，除犯第

九十一條之一所列之罪者，或執行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

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外，

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假釋

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

一種，而緩刑為刑罰之暫緩執行；假釋為刑罰執行階段之

一，為執行場所及矯正方式之變更，緩刑及假釋均為社區

（機構外）矯正，為防衛社會公安，及教化、治療犯罪行

為人再犯，故刑法規定以保護管束輔助緩刑及假釋之執

行，即以保安處分輔助刑罰之執行。 

（二）保安處分與刑罰之區別 

保安處分與刑罰雖同以防衛社會為終極任務，亦為剝

奪或限制犯罪人之權益，惟二者仍有不同之處： 

1、理論 

保安處分以預防犯罪為其目的，不受罪責的限

制，故僅具特別預防效果。刑罰則以罪責的報復與教

育為目的，故兼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效果。 

2、本質 

保安處分以行為之危險性為基礎，刑罰則以犯罪

之違法性為基礎
53
。 

3、作為 

保安處分著重社會之防衛，屬於積極之安全措

施。刑罰則著重犯罪人之責任，偏於消極的懲罰
54
。 

4、非難 

保安處分著重於改善犯罪人，故不以犯罪人感受

痛苦為前提。刑罰因有懲罰之作用，故以犯罪人感受

痛苦為前提。 

                                                 
53 最高法院 87年度台非字第 178 號判決。 
54 最高法院 87年度台上字第 337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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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斷分際 

保安處分以行為人將來犯罪之危險性為判斷，刑

罰則以已發生之犯罪為判斷。 

6、執行效果 

保安處分之期間，視執行情形，得免除或延長。

刑罰徒刑之執行，經一定之期間，悛悔有據，得予假

釋。 

7、累犯 

刑罰含報復與處罰之作用，故累犯應加重其刑。

保安處分在特別預防，原則上，再犯不加重其處分，

但依刑法第 47 條規定，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行

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行完畢或一部之執行而免

除後，5年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累

犯論。 

8、赦免 

保安處分無赦免之規定，刑罰依赦免法，得大赦、

特赦、減刑。 

9、類型 

保安處分包括感化教育、監護、禁戒、強制工作、

強制治療、保護管束、驅逐出境、觀察勒戒、強制戒

治等類型。刑罰分主刑及從刑，主刑包括死刑、無期

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金，從刑包括褫奪公權、

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惟如宣告緩刑，得斟酌情形，

命犯罪行為人為下列各款事項：（1）向被害人道歉。（2）

立悔過書。（3）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之財產或非財

產上之損害賠償。（4）向公庫支付一定之金額。（5）

向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 40 小時

以上 240 小時以下之義務勞務。（6）完成戒癮治療、

精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7）保



 32

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8）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

命令。緩刑之效力不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 

10、數宣告併行 

同時宣告二個同類型之保安處分者，只能執行其

一，同時宣告二個以上不同類型保安處分者，視情形

執行其中一個保安處分，或同時執行，或分別執行。

刑罰則有數罪併罰之規定。 

         11、執行時效 

保安處分自應執行之日起逾一定期間未開始或繼

續執行者，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

續存在時，不得許可執行，或不得執行。刑罰則自裁

判確定後，經過一定期間不行使而消滅，亦即對原所

處之刑，不得執行。 

（三）保安處分與一罪不二罰原則 

1、保安處分與刑罰同受比例原則之規範 

臺灣地區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二元立法體

系，保安處分雖非刑罰，在本質上與刑罰亦有所不同，

但保安處分之措施含有社會隔離、拘束身體自由之性

質，其限制或剝奪人民權益之程度，與刑罰並無差異，

且有時並不亞於刑罰，例如依刑法第 90 條及竊盜犯贓

物犯保安處分條列宣告之強制工作，故應受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之規範，亦即「必要性原則」、「相當性原

則」
55
、「合理性原則」亦為保安處分之基本原則。 

2、保安處分與刑罰可互為代替交換，其目的在避免一罪

二罰 

依刑法第 98 條規定保安處分與刑罰得互為代

                                                 
55 必要性原則乃謂保安處分祇有由於行為人的社會危險性，基於社會保安所必要者，方有存在的

必要性。相當性原則謂保安處分所運用的手段，務必與行為人的社會危險性與社會的保安需

要成相當比例的關係，林山田，前註 40，頁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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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另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6 條規定：「依

本條例執行強制工作之結果，執行機關認為無執行刑

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其刑

之執行。」亦即刑法導入刑罰與保安處分可互為代替

交換制度
56
，法院宣告時可斟酌案件具體情形，採刑罰

與保安處分之二元主義，而於執行階段，採一元主義，

避免對犯罪人之一罪二罰，以保障人民權益
57
。 

三、保安處分之保護管束與假釋、社區矯正之關係 

刑法第 79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年或在

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

論。」，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者，未執行之刑已執行論，故假釋期

間仍屬刑之執行。受刑人執行刑罰之場所從監獄移轉至社區，其執行

場所為社區，矯正方式亦隨之變更。 

（一）受刑人假釋出獄關係著社區之治安 

依現行法律，受刑人假釋出獄，如無相關配套措施，

受刑人身處自由社區，除非受刑人能自行覺悟自新，否則

在毫無拘束之情形下，假釋形式上將有如空榖。從另一個

角度看，人格特質違常或有再犯傾向之受刑人分散於社會

各處，如果沒有追蹤列管，不啻是一顆顆不定時炸彈，將

形成危害社區之亂源。  

（二）保護管束在輔助假釋之執行 

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種，而假釋仍屬刑罰之執

行，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在法制上，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其目的在藉

由保護管束輔助假釋制度，期使假釋結合保護管束之併

行，在「保護」受刑人適應社會正常生活的同時，亦能「管

束」受刑人之行為，以預防其危害社會，即為法律之終極

                                                 
56 林山田，前註 40，頁 341－342。 
57 許福生，前註 18，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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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三）保護管束並非附麗於假釋 

刑法第 77 條第 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行……由監

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刑法第 93 條第 2項規

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保安處分執

行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執行保安處分，應依裁判行之。」

故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第 1項規定：「依刑法第九十三條

第二項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由檢察官聲請該案犯罪事實最

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從上揭規定觀之，保護管束並非

附麗於假釋。惟依法務部訂頒之檢察機關辦理刑事訴訟案

件應行注意事項第 149 點規定：「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由

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法院相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依法

務部核准之監獄受刑人假釋名冊向法院聲請裁定。……。

假釋經撤銷後，則無須聲請法院裁定撤銷保護管束
58
。」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程序為「監獄報請」「法務部核准」

「假釋」後，仍須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假釋

中付保護管束」。則撤銷假釋，應循相反之程序為之，亦

即先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撤銷保護管束」後，再由法

務部為「撤銷假釋」 之處分，上揭實務以：「假釋經撤

銷後，則無須聲請法院裁定撤銷保護管束」之規定，有違

法理（請參閱本文第五章「假釋相關處分之救濟」，第二

節「行政爭訟程序」之四、評司法院字第 1567 號解釋及

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 2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有關撤

銷假釋救濟程序）。 

（四）「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似有「一罪二罰」之嫌 

假釋為刑罰之執行，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保

護管束雖在輔助假釋之執行，但保安處分與刑罰既得互為

                                                 
58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code=A0104030&FullDoc=所有條文（查訪

時間 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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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則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所定，假釋與保護管束之結

合併行，從法理言，似有「一罪二罰」之嫌。 

（五）保護管束為社區矯正之安全閥 

刑法第 93 條第 2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為社區矯正之一環，為因

應社區矯正之需要，保安處分執行法第六章「保護管束」，

即設有執行程序及受刑人在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

之事項、及撤銷處分等相關規定，以強化假釋中付保護管

束制度之落實。 

1、受刑人在保護管束期間與國家係屬特別法律關係 

保護管束以預防受刑人將來之危險性為重心，係

採特別預防主義。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六章保護管束

專章之第 66 條、第 68 條、第 69 條、第 69 條之 1、

第 74 條、第 74 條之 1 至第 77 條之 1 等規定，受刑

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在公權力之監督、輔導下，保持

善良品行及不危害社會公安為條件之一種附條件社

區矯正措施，因而受保刑人在保護管束期間與國家係

屬特別法律關係。 

2、保護管束以預防受刑人危害社會 

刑法第 93 條第 2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

中付保護管束。」保安處分為預防受刑人再犯，以維

護社會公安，其相關措施即含有社會隔離與拘束身體

自由之性質，與刑罰同屬限制人民之權利。保護管束

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亦為之社區矯正之一環，而以有

限的法條，事實上無法規範所有保護管束相關事項。

再者，又如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6 條規定，執行保護

管束者，對於受刑人，得指定其遵守一定之事項；受

刑人不遵守時，得予以告誡，或報請指揮執行之檢察

官為適當之處理；必要時，得限制其自由。第 74 條



 36

之 2 第 2款規定，受刑人應服從檢察官及執行保護管

束者之命令。本諸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理及刑法、

保安處分執行法之保護作用，其所稱「得指定其遵守

一定之事項」、「得限制其自由」、「執行保護管束者之

命令」等規定，更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故對於保護

管束之執行，有多種手段可供適用時，除應選擇其最

易於回歸社會營正常生活者外，其執行保護管束者命

令與所欲達到目的之間，並須具合理適當之關係，即

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

告，與行為人所為行為之嚴重性、行為人所表現之危

險性，及對於行為人未來行為之期待性相當
59
，俾貫

徹保護管束以預防受刑人危害社會。 

3、嚴密的監管措施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法院

檢察署置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行之保護管束

事務。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2 條第 3項規定，保護管

束之實施，雖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但相關配套措

施涉及內政部、國防部、行政院衛生署、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等機關權責。穩定的社會環境，有利於政治、

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保護管束為社區矯正之一

環，關係著社會治安的良窳，因而由法務部落實縱向

之指揮監督體系外，更應統合橫向之協調聯繫，建立

嚴密的監督管理措施，強化保護管束與社區矯正之聯

結運作，對保護管束個案之犯罪類型施以分類分級矯

正，並配合嚴密的監管措施，即為社區矯正的重點工

作。 

4、落實法治教育 

                                                 
59 司法院釋字第 432 號解釋、釋字第 471 號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4條至第 10 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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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書大傳云：「禮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

禁於已然之後。」反禮之行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犯罪，

以至受到刑法之制裁，出禮則入刑。保安處分執行法

第 74 條之 2 第 1 款前段規定，受刑人在保護管束期

間應保持善良品行。所稱保持善良品行，即屬禮的範

疇，其目的即在預防犯罪，因而加強受刑人之法治教

育，應包括法律規範與倫理道德規範。培養受刑人健

全的心理建設，強化自我控制的能力，執行保護管束

者，即應隨受刑人生活、工作環境的不同，適時指定

特別應遵守事項，斷絕可能再犯之誘因，以預防其再

犯罪。結合社會力量，運用社會資源，給予受刑人改

過向善空間的同時，社會成員亦應提高自我保護的能

力，以避免受到意外之傷害。 

5、建立風險、危機管理機制 

風險是指政府一切施政行為過程中，可能產生特

定影響的機率。而所稱「風險管理」，乃是政府為防

範風險，而採取有效的管理方法，以減少或降低風險

的程度和損失。危機是指危險所引起，導致面臨人員

生死或行為成敗之緊急關頭。危機處理，則指危機發

生後所採取的緊急因應措施。至於「危機管理」，乃

是針對潛在或當前的危機，訂定施以可行且有效的管

理措施，以達到解除危機的目的。風險管理係屬危機

處理之前置預防管理，危機管理過程包括事前防範、

事中及事後的處理，亦涵蓋危機處理
60
。受刑人假釋

出獄，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期間，係以保持善行及遵

守一定事項為條件，以防範其危害社區安全；另對受

刑人依個別化原則，實施分類分級矯正，此即為假釋

                                                 
60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 合著，前註 2，頁 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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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作用下的風險、危機管理機制。風險、危機管理

機制為整個假釋付保護管束之監管作用之重心，法務

部身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最高指揮監督機關，應確實

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建立風險、危機管理機

制，以確保社會安全。 

6、破窗理論與防衛社會安全 

美國犯罪學者威爾森 （James Q. Wilson）和凱

林（George Kelling）於 1982年提出破窗理論（broken 

window theory），指出防制犯罪首重在整頓如塗鴉、

打壞窗戶等社會失序行為，如果沒有妥適管理失序的

行為，將來就會有更多窗戶遭人打破、塗鴉，無政府

狀態會從這楝大樓蔓延到整條街，以至整個都會區，

進而招致更多、更嚴重的犯罪。1994 年當選紐約市長

的朱利安尼（Rudolph Giuliani）運用破窗理論，整

頓紐約市治安，警察強力取締地鐵牆上或是列車車廂的

塗鴉及逃票等失序行為，在其任內紐約市犯罪率因而

大幅下降
61
。 

破窗理論之重點在於：「莫因惡小而姑息，因為

小奸小惡的失序行為正是暴力犯罪的引爆點。」而環

境的力量牽制著破窗理論，只要導正周遭環境的失序

行為或微不足道的細節，就可以防制犯罪。受刑人假

釋出獄，係以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期間，保持善行並

遵守一定事項為前提要件。假釋之撤銷可區分為絕對

撤銷與裁量撤銷，受刑人違反應遵守事項之一或有再

犯罪等情形，其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報告檢察官？是

否通知監獄報請法務部撤銷假釋？其報請撤銷假釋

之流程涉及執行保護管束者、檢察官、監獄及法務部

                                                 
61 齊思賢譯，引爆趨勢（Malcolm Gladwell，The tipping point），臺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5 年 7 月第 2版，頁 16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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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責，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六十九條及第七十四條

之三規定，受刑人再犯罪或違反應遵守事項時，執行

保護管束者應立即報告檢察官妥適處理並為損害控

管，發揮保護管束之危機處理機制與懲處作用，以避

免受刑人繼續危害社會，或產生其他連鎖危害社會之

效應。假釋之撤銷有其時效性，逾期即無法撤銷，而

影響司法威信。假釋控管之鬆弛，亦係造成社會治安

敗壞之重要原因，故執行保護管束者之職責，一方面

為督促受刑人再社會化，另一方面為防範受刑人危害

社會。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8 條、第 69 條第 1項、第

74 條之 2、第 74 條之 3 等規範，即為防衛社會之安

全閥，故受刑人再犯罪或違反應遵守事項，是否情節

重大？是否撤銷假釋？執行保護管束者皆應依規定

立即報請檢察官處理，無權擅自決定，否則易生流弊
62
。  

 

 

第四節    社區矯正 

 

一、社區矯正之定義 

社區有二個內涵，其一指地理區域（或稱行政區域），地理社區

是指在某特定地理區域之村、里、區、鄉、鎮、市、縣、省、國家、

世界範圍內的所有人。其二指功能社區，功能社區是指一群具有共同

性質、意識、旨趣、利益或次文化或遭遇共同問題的人群，例如學校、

醫院、軍隊、原住民、客家人、殘障者等團體
63
。依臺灣地區社區發

展工作綱要第 2條第 1 項規定：「本綱要所稱社區，係指經鄉（鎮、

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立社區發展協會，推動

                                                 
6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0 公申決字第 0242 號。 
63 蘇景輝，社區工作理論與實務，臺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 10 月第 2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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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同綱要第 5 條第 2項則規定：「社

區之劃定，以歷史關係、文化背景、地緣形勢、人口分佈、生態特性、

資源狀況、住宅型態、農。漁、工、礦、商業之發展及居民之意向、

興趣及共同需求等因素為依據。」又依公寓大廈及社區安全管理辦法

第 2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大廈係指供住宅、商業及住商混合使用之

區分所有建築物。所稱社區指數幢公寓大廈、住宅，依本辦法規定，

聯合設置有守望相助巡守組織之地區。」 

對假釋出獄受刑人在開放社區之行刑措施，有謂「社區處遇」，

亦有謂「社區矯正」，二者是否有別？學者論述不一，謹就「社區處

遇」與「社區矯正」之定義說明如下：  

（一）臺灣地區多以社區處遇稱之 

1、蔡德輝於法務部印行之「監獄學辭典」一文中內載：

「社區處遇（英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犯

罪 矯 治 機 構 由 機 構 性 處 遇 （ Institutional 

Treatment）轉化為社區處遇（Community–based 

Treatment），乃是刑法思想演變之結果，亦是現代刑

事政策重點之一，已漸為各國所採行之有效的犯罪處

遇方式。社區處遇旨在改變傳統和隔離監禁處遇方

式，而促成矯治之環境與一般社會情況符合一致，並

運用社區資源予以協助，增進其良好的社會關係，使

其達到再教育及再社會化之目的
64
。」 

2、丁道源於所著「略論觀護制度與更生保護制度」一文

中內載：「所謂社區處遇，係對經由選擇之犯罪者、

非行者，使之從正常自由社會中，使用社會個案工作

（Social Case Work）及其他專門技術，施以輔導協

助，使其人格成長，適應社會生活
65
。」 

3、許福生於所著之「刑事政策學」一文中內載：「社區

                                                 
64 蔡德輝，社區處遇，收錄於法務部，監獄學辭典，臺北，1992 年 6 月，頁 128。 
65 丁道源，略論觀護制度與更生保護制度，軍法專刊，第 33 卷，第 3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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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community treatment）乃相對於機構內處遇

的概念，指的則是「非機構化處遇」，不將犯罪人收

容於設施內，而讓其在社會上一邊用指導、援助等手

段使其能夠改善更生的措施，藉以減少機構性處遇之

運用、減少監禁時間、縮減犯罪人與正常社會的距

離，以利於犯罪人能再復歸社會
66
。」 

（二）大陸地區多以社區矯正稱之 

1、王瓊、邵雲偉、章志偉、楊勤容、顧瀟斐於所著「行

刑社會化(社區矯正)問題之探討(上)」一文中內載：

「所謂社區矯正，顧名思義就是為了在社區中對罪犯

進行矯正。由於社區本身所具有的情感、生活氛圍等

人文特徵，使社區矯正成為迥異於監獄服刑的一種刑

罰執行方式，也必然產生在監獄服刑所不能產生的效

果
67
。」  

2、李袁婕於所著「社區矯正與中國刑事法律」一文中內

載：「社區矯正可定義為：把輕微犯罪、被判處非監

禁刑、被假釋和監外執行的犯罪人放到社區內，通過

社會力量、採用多種形式對其進行矯正、監督、感化

和幫助，使其得以改造的一種行刑制度
68
。」 

3、羅益鋒於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建議稿）」

中第二條內載：「本法所稱的社區矯正，是一類與傳

統監獄矯正相對的刑罰執行方式。與監禁矯治不同，

社區矯正是將矯正對象置於社區環境內，使之不脫離

家庭生活與社會聯繫，由承擔社區矯正管理監督職責

                                                 
66 許福生，前註 18，頁 467。 
67 王瓊、邵雲偉、章志偉、楊勤容、顧瀟斐，行刑社會化(社區矯正)問題之探討（上）

http://www.legalinfo.gov.cn/moj/zgsfzz/2004-07/23/content_119481.htm，中華人民共
和國司法部，中國司法（查訪時間，2007 年 3 月 6日）。 

68 李袁婕，社區矯正與中國刑事法律，http︰
//www.legalinfo.gov.cn/moj/zgsfzz/2005-02/01/content_184938.htm，中華人民共和國司
法部，中國司法（查訪時間，2007 年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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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機關在相關民間社團組織和社會志願者的協

助下，整合利用社區資源，在司法裁決或決定的特定

期限內，採用一種或多種科學措施實行教育、管理與

矯正，幫助矯正對象矯治其心理和行為，促使矯正對

象逐漸適應積極健康的社會生活，確保他們順利回歸

社會
69
。」 

4、肖君擁、榮容於所著「國外社區矯正的理論基礎與實

踐發展」一文中內載：「社區矯正：將符合特定條件

的罪犯置於社區而非監獄環境中，在確定的期限內，

由專門的國家機關主導，輔以社會社團以及志願者的

力量，幫助罪犯矯治病態心理和異常行為，引導參加

公益活動，學習勞動就業技能，促使矯正對象順利回

歸社會，以實現社會安定和社會和諧
70
。」 

5、羅豪才於所著「積極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促進社會和諧

穩定」一文中內載：「社區矯正，也叫社區矯治，是

將那些不需要、不適宜監禁或繼續監禁的罪犯放到社

區，由專門的政府機構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

及社會志願者的協助下，在法定的期限內，矯正這些

罪犯的犯罪心理和行為惡習，並促進他們順利回歸社

會的非監禁刑罰執行活動
71
。」 

6、周國強於所著「社區矯正制度研究」一文中內載：「社

區矯正：由專門機構負責，動員社會力量，在社區內

對符合非監禁條件的罪犯進行的刑事執法活動以及

對出獄人和違法青少年進行的保護性社會工作
72
。」  

7、司法部發布「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

                                                 
69 羅益鋒，「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建議稿）」，收錄於榮容、肖君擁 主編，前註 6，頁 388。 
70 榮容、肖君擁 主編，前註 6，頁 1。 
71 羅豪才，積極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收錄於榮容、肖君擁 主編，前註 6，代

序頁 1。 
72 周國強，前註 2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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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規定：「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

罪犯置於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

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願者的協助下，矯正其犯罪心

理和行為惡習，促進其順利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

行活動。」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聯

合發布「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內載：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行刑方式，是指將符

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於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

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願者的協

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

罪心理和行為惡習，並促進其順利回歸社會的非監禁

刑罰執行活動。社區矯正是積極利用各種社會資源、

整合社會各方面力量，對罪行較輕、主觀惡性較小、

社會危害性不大的罪犯或者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

表現、不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中進行有針對性

管理、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當今世界各國刑罰制度

發展的趨勢。」 

（三）本文研究 

按民國 17 年制定之國民政府司法行政部組織

法，嗣後雖於 31 年、32 年、45 年分別修正，惟有關

監獄司掌理之事項（原第 9 條後改為第 10 條），僅謂

關於監獄、看守所、保安處分處所之設置廢止、管理、

犯罪人之感化假釋、出獄人之保護、犯罪人異同識別、

衛生、工作、保安處分執行之指督監督及監獄、看守

所、保安處分處所管理人員之監督等事項。上揭規定

對犯罪人之行刑曰「管理」，依司法行政部處務規程第

15 條對監犯之行刑曰「教化」，另監獄行刑法第 37 條

規定，對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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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民國 43 年修正之監獄行刑法第 20 條規定：

「對於刑期一年以上之受刑人，為促其改悔向上，適

於社會生活，應分為數個階段，以累進方法處遇之。」

同法第 81 條則規定：「對於受刑人經累進處遇進至二

級以上，悛悔向上，而與應許假釋情形相合者，經假

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報請法務部核准後，假釋出獄。」

其立法理由謂：「累進處遇，為新興制度，亦為促使受

刑人改悔向上之良法，與現行刑法所定假釋制度有密

切關聯，並依刑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假釋應以悛悔

有據為條件，而累進處遇之各級生活考核，實不失為

測知受刑人是否已悛悔之有效方法。因此本法特於原

第八十一條關於假釋之規定中，明定『經累進處遇至

二級以上』，為准予假釋具體條件之一
73
。」此時始見

「處遇」之行刑措施出現於監獄行刑法。 

民國 69 年（1980）配合審檢分隸，司法行政部改

為法務部，並調整單位及修訂其職掌，「監獄司」改為

「監所司」，依法務部組織法第九條規定，監所司掌理

犯罪「矯治制度」規劃及監所行政事項
74
。民國 86 年

「監所司」改為「矯正司」，依法務部組織法第 12 條

規定，其職掌亦修正為規劃犯罪「矯正制度」與設施、

督導犯罪矯正機關、辦理教化、戒護、技能訓練、治

療及假釋等業務。 

依上揭學者及公部門對社區處遇與社區矯正之定

義，皆以整合社會資源，協助特定對象順利回歸社會

為目的。犯罪矯治隨著受刑人教化、悔改之程度，乃

有假釋之累進處遇措施，由機構性處遇轉化為社區處

遇，機構性處遇與社區處遇皆為行刑階段之一。再參

                                                 
73 前司法行政部，動員戡亂時期司法行政紀要，臺北，1972 年 1 月，頁 704。 
74 法務部，前註 26，頁 22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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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臺灣地區法務部組織法、監獄行刑法等法規內容之

沿革，從「監獄司」、「監所司」掌理「管理」、「教

化」、「處遇」、「矯治制度」；以至「矯正司」掌

理犯罪之「矯正制度」觀之，「社區處遇」及「社區

矯正」之定義應屬相同
75
，僅社區處遇之範圍較社區矯

正為廣
76
。再者，從刑罰經濟、避免司法資源之浪費、

保護少年宜教不宜罰、行刑社會化等原則及維護社會

安全之考量，社區矯正對象應不限於犯罪、或犯罪經

法院判決者，且社區矯正對象在社區矯正期間應附條

件，以維護社區安全。故本文認為「社區矯正」之定

義：係對犯罪人或有犯罪之虞的人，處以附條件並將

其置於社區，而在公權力的監管下，積極運用社會資

源、結合社會力量，輔導、協助其保持善行，以順利

回歸社會。 

二、社區矯正之範圍 

（一）臺灣地區之概況 

臺灣地區現行法律規定，社區矯正之範圍包括刑法之

緩刑
77
、假釋、保護管束、少年事件處理法之訓誡、假日

                                                 
75 李袁婕於「社區矯正與中國刑事法律」一文中認為，社區處遇與社區矯正的概念基本一致。前

註 68；鄧煌發於所著「社區處遇之探討」一文中內載：「在國外矯正界之認知，與

本研究主題最為相關者，斯為『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s)以及『以

社區為基礎的矯正措施』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兩者；而在我國，對

於這兩個名詞之分際並未賦予嚴格之界限，均視之為社區處遇(community 

treatment)之範疇。若以嚴謹態度看待，前者係指在兼顧當地居民安全以及符合

犯罪人需求之目標下，針對本應入監服刑之犯罪人，施以替代刑罰之謂，其中包

括在犯罪人工作或生活處所之矯正處遇計畫；後者則認為針對刑事案犯施予各類

型的非機構矯正計畫(non-institutional correctional programs)，包括轉向、

審判前釋放、觀護處分、賠償、社區服務、暫時釋放、中途之家、假釋等。」

http://www.tosun.org.tw/Database/Data/%AA%C0%B0%CF%B3B%B9J%A4%A7%B1%B4%B0Q.htm，

向陽資料庫（查訪時間，2007 年 3 月 6日）。 
76 周國強，前註 23，頁 10。 
77 刑法第 74 條第 2項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行為人為下列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立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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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保護管束、勞動服務等保護處分、緩刑、假釋、

刑事訴訟法之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

間內遵守或履行之事項
78
、監獄行刑法之受刑人心神喪

失、或受刑人現罹疾病、或衰老或殘廢不能自理生活、懷

胎 5 月以上、或分娩後未滿 2 月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

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

監或醫院
79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以及更生保護法之更生保護
80
等事項。社區矯正制度，關

                                                                                                                                            
五、向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勞務。 
六、完成戒癮治療、精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令。 

78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履行左列各款事項： 
一  被害人道歉。 
二  立悔過書。 
三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  向公庫或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金額。 
五  向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勞務。 
六  完成戒癮治療、精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  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 
八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令。 
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履行前項第三款至第六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第三款、第四款

並得為民事強制執行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不得逾緩起訴期間。 

79 監獄行刑法第 56 條   
受刑人心神喪失時，移送於精神病院，或其他監護處所。 

監獄行刑法第 58 條   
受刑人現罹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

或移送病監或醫院。 
監獄長官認為有緊急情形時，得先為前項處分，再行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保外醫治期間，不算入刑期之內。但移送病監或醫院者，視為在監執行。 
保外醫治，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命提出保證書、指定保證金

額、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金、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免除具保責任及第
一 百二十一條第四項之准其退保之規定。 

前項沒入保證金，由監獄函請指揮執行之檢察官以命令行之。 
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保外醫治應遵守事項者，監督機關得廢止保外醫治之許可。 
前項保外醫治受刑人應遵守事項、得廢止許可之要件及程式，由監督機關另定之。 
衰老或殘廢不能自理生活及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後未滿二月者，得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

至前項之規定。 
80 更生保護法第 2條    

左列之人，得予以保護： 
一  執行期滿，或赦免出獄者。 
二  假釋、保釋出獄，或保外醫治者。 
三  保安處分執行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行者。 
四  受少年管訓處分，執行完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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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著社區安全與人民權益至鉅。惟因社區矯正案件之執

行，涉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行刑法、少年事件處理

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保安處分執行法、入出國及移民

法、精神衛生法、訴願法及行政訴訟法等法律，相關法律

不同之規定與法律效果除影響人民權益外，更形成社區矯

正效能與行政效率之不彰；社區矯正制度既為法治國家必

然趨勢，因而整合相關法律與行政資源，強化對人格違常

及累、再犯、惡性重大或有犯罪習慣或假釋殘刑在 10 年

以上及殺人、擄人勒贖、強盜、搶劫、槍械、販毒、幫派

份子等高危險群受刑人之多樣化監管措施，制定「社區矯

正法」，以落實社區矯正的功能，給予國人一個安全的生

活環境，當為政府努力的目標。 

（二）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有關社區矯正規定，雖散見於刑法、刑事訴

訟法、未成年保護法、預防未成年犯罪法、監獄法等法律，

惟上揭法律並未就社區矯正之執行程序及相關細節有所

規範。而由大陸地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安部及司法部聯合發布「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

知」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範圍包括被判處管制、被宣告

緩刑、被暫予監外執行（包括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

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女、生活不能自理，

適用暫予監外執行不致危害社會的。）、被裁定假釋、及

被剝奪政治權利並在社會上服刑的五種受刑人。至於有關

社區矯正執行程序及細節，則由司法部依刑法、刑事訴訟

法、監獄法及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等規定，
                                                                                                                                            

五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或軍事審判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以不起訴為適當，而予
以不起訴之處分者。 

六  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行者。 
七  受緩刑之宣告者。 
八  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在停止執行中或經拒絕收監者。 
九  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年。 

  



 48

並視司法行政工作實際之需要，制定「司法行政機關社區

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規定」

等規定，作為試點地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依據。惟依大

陸地區立法法第 8條第 4項及第 5項規定，「犯罪和刑罰、

對公民政治權利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

罰」之事項，只能制定法律
81
。本於政府為人民存在之理

念及依法行政，為法治國家施政之最高指導原則，大陸地

區宜儘速制定「社區矯正法」。 

（三）小結 

臺灣地區刑法規定之褫奪公權與大陸地區刑法所稱

被剝奪政治權利之規定相似，惟因臺灣地區刑法規定，宣

告 1 年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

要者，宣告 1 年以上 10 年以下褫奪公權。宣告死刑或無

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宣告褫奪公權者，其期間

自主刑執行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褫奪公權者，僅限於褫

奪為公務員及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為避免干預人民權益

無限上綱，故宣告褫奪公權者非社區矯正之對象。大陸地

區社區矯正對象，包括被剝奪政治權利並在社會上服刑的

受刑人，依刑法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人應附加

剝奪政治權利；對於故意殺人、強奸、放火、爆炸、投毒、

搶劫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人，可以附加剝奪政治權

利。附加剝奪政治權利的刑期，從徒刑、拘役執行完畢之

日或者從假釋之日起計算；剝奪政治權利的效力當然施用

於主刑執行期間。原則上，剝奪政治權利期間為 1 年以上

5 年以下。但在死刑緩期執行減為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減為有期徒刑的時候，應當把附加剝奪政治權利的期限改

為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被剝奪政治權利並在社會上服刑

                                                 
81 http://www.gov.cn/test/2005-08/13/content_22423.htm，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查

訪時間，2007 年 4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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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刑人，在社區矯正期間，其被剝奪政治權利包括：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自由的權利、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利、擔任國有公司、

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領導職務的權利。顯然大陸地

區對宣告剝奪政治權利的範圍較廣且嚴格，其目的係為鞏

固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安寧而設。惟整體而言，臺灣地區

社區矯正之範圍較廣，且較符合行刑社會化之目的。 

三、社區矯正之組織 

（一）臺灣地區之社區矯正組織體系急需變革 

1、因歷史之偶然，社區矯正體系分別隸屬司法院及法務

部 

檢視史實，臺灣地區社區矯正體系原無少年與成

年之分，社區矯正體系從民國元年司法部直隸於大總

統，民國 17 年之五院政制，行政執行署與司法行政

部隸屬於司法院，民國 21 年，司法行政部改隸行政

院，23 年再回復隸屬於司法院，直至 32 年，再改隸

於行政院，民國 69 年 7 月 1 日審檢分隸，將原屬司

法行政部之高等以下各級法院改隸於司法院，並將司

法行政部改制為法務部，仍隸屬於行政院。至此，因

歷史之偶然，社區矯正制度一分為二，少年隸屬司法

院，成年則隸屬法務部。 

2、少年及成年社區矯正體系分別附屬少年法院（地方法

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82 條原規定，少年在緩刑或

在假釋期中應付保護管束，由少年法庭「觀護人」行

之。惟民國 89 年修正為少年在緩刑或假釋期中應付

保護管束，由少年法院「少年保護官」行之。成年假

釋付保護管束案件之執行，則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

人執行。惟查，地方法院檢察署隸屬法務部，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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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司檢察、矯正、司法保護之行政事務及行政院之法

律事務，其業務分由所屬檢察、矯正（機構內矯正）、

調查及行政執行等機關所執行。社區矯正工作雖為司

法保護之一環，亦為法務部內之保護司所掌管，其社

區矯正業務即附屬於以職司追訴犯罪為重之地方法

院檢察署觀護人室，其組織體系有其時代背景。 

3、社區矯正工作司法作用大於行政作用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之社區矯正工作，分由地

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及少年法院（地方法院）少年保

護官負主要之責，並得依案件之具體情形，交由警察

機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

其他適當之人（例如少年志工、觀護志工）執行或輔

導。社區矯正工作在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法院主導下進

行，司法作用大於行政作用。 

4、主政者缺乏遠見致社區資源未有效運用 

臺灣地區對社區矯正工作，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規定，原則上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

觀護人為之，少年事件則由少年法院法官指揮少年保

護官為之。惟臺灣地區另針對不同之犯罪類型，於各

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所在地分別成立不同的

社區矯正組織，各主管機關未有效整合矯正組織，形

成資源之重疊與浪費。例如：家庭暴力防治中心，辨

理對犯罪人之追蹤輔導及身心治療等事項；毒品危害

防治中心，辦理減害計畫毒癮者替代療法、協助戒毒

及諮詢等事項；法務部結合亞洲大學首創的「司

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辦理受刑人（包括假

釋付保護管束者）、更生人和被害人迎向新生的

相關輔導事項。再如民間社團之觀護志工協進會，協

助地方法院檢察署執行假釋付保護管束等案件、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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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輔導成年受刑人就業、就學、就醫、就養

及辦理法律宣導等事項；財團法人更生保護會保護之

對象包括執行期滿，或赦免出獄、假釋、保釋出獄者，

或保外醫治、保安處分執行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

行、受少年保護處分，執行完畢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或軍事審判法第 147 條，以不起訴為適當，而

予以不起訴之處分者、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

之執行者、受緩刑之宣告者、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

在停止執行中或經拒絕收監者、在少年保護官觀護之

少年、在保護管束執行中以及法律宣導等事項；財團

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設置之少年學苑及少年輔導中

心，以收容保護管束中之少年及出監（院）無家可歸

或不便返家之少年為對象；少年輔導委員會對現在保

護少年之嚴加管教；觀護協會協助法院執行少年保護

處分及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輔導等事項。 

再者，民國 54 年（1965）行政院以社區發展促

進民生建設為施政重點，57 年（1968）內政部訂定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配合推動，72 年（1983）修

定為「社區發展工作綱領」；為因應社會環境之變遷，

使社區發展工作法制化，並期改變社區體質，使其更

能達到民主、自治、自助之目標，80 年（1991）5 月

1 日再修訂發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採人民團體

型態運作，目前臺灣地區已成立社區發展協會有

5,851 個，繼續推行社區公共設施、生產福利、精神

倫理等三大建設
82
。再如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 82

年（1993）12 月間規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

「社區總體營造
83
」，公部門協助社區居民學習解決社

                                                 
82 http://sowf.moi.gov.tw/06/920919.htm，社區發展（查訪時間，2007 年 4 月 10 日 ）。 
83 文建會向立法院為施政報告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查訪時間，2007 年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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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難題，倡導公民社會意識，落實社區自治，營塑

安和樂利的社區，其終極目的皆在營造「以人為本」

的社區。 

犯罪來自社會，受刑人刑滿終究會回歸社會，「假

釋中付保護管束」之社區矯正制度，即在調合社會正

義與社會穩定而設。社區之發展攸關人民之生活，但

遺憾的是，在機關本位主義與主政者缺乏遠見之下，

內政部之「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以及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之「社區總體營造」等施政，皆未將受刑人之

社區矯正工作列入，政府是一體的，有效整合社區資

源，並喚起在地公民意識的覺醒與合作，能為社區築

起一道安全防護網，在積極防制犯罪的同時，將更有

助社區的發展。 

5、行政機關與行政管理之關聯性 

（1）依傳統管理理論所成立的組織體系有其時代背

景 

政府為人民存在，政府應為人民服務。社

區矯正工作雖以執行法律為依據，但法律的執

行主體與客體均以「人」為中心，如何以有限

的「人力」來改造「受刑人」，此即屬行政管理

的範疇。傳統的管理理論，由 Max Weber 所代

表之官僚制度，其理論有其時代背景，亦有明

確的法規制度、層級節制、專業分工、依法辦

事及功績管理等優點
84
。 

（2）社會環境劇變，「組織惰性」因而產生 

一個成功並以知識為基礎的組織，必須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5%8D%80%E7%B8%BD%E9%AB%94%E7%87%
9F%E9%80%A。 

84 林茂榮、楊士隆，前註 24，頁 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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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不斷的轉化與革新，成為機關本身的一部

分
85
。掌握知識、資訊快速爆發的時代脈動，為

政府機關施政的重要參考依據。傳統官僚制度

學派強調組織結構與工作程序，其管理理論主

要缺點在於組織系統的封閉性與僵化。面對經

濟蕭條、社會結構、政治環境、人文倫理等層

面的急速變遷，因而「組織惰性
86
」導致傳統的

官僚制度產生機關本位主義、繁瑣的法律程

序、功能重疊之組織架構等弊端，而影響社區

矯正業務行政效率與效能。 

（3）法務部組織體系與「開放系統理論」的關聯性 

近代的管理學者 Daniel Katz、 Robert 

Kahn、James Thompson 研究提出「開放系統理

論」，其認為組織和社會系統一樣，其與環境之

動態關係交互影響。舉例而言，法務部及其所

屬各機關構成一個完整的組織體系，同時也藉

著外界的環境體系各種資源、資訊的輸入，經

整理轉變後輸出相關行政作為，以服務人民。

因此，法務部內部及其所屬組織，每個組織應

著重功能結構，每個組織應有其特定的目標，

專業程度越高，越能輸入有用的資源，並加以

有效的產出。例如矯正司以監獄、少輔院、技

訓所、看守所、戒治所等機構內之矯正主要職

掌，檢察署則以追訴犯罪，偵辦案件為主要職

掌。因而附屬於檢察署之社區矯正體系，其運

                                                 
85 范瑞薇 譯，杜拉克談領導未來（Peter F. Drucker，Kardinaltugenden effektiver Fuhrung,）

第 11 章「世界屬於有新思維的人」（Dr. Mathias Dopfner），臺北，知識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年 7 月，頁 189。 
86 黃營杉、楊景傳 譯，策略管理（Charles W.L.Hill & Gareth R. Jones，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6e），臺北，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5 月第 6版，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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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即有檢討之必要。 

（4）「權變理論」在改進傳統理論的缺失 

為改進傳統理論的缺失，社會科學的研究

產生「開放系統理論」，其中新興的「權變理論」

抬頭，其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套絕對的組織原

則，組織應著重有效的管理。為因應社區矯正

受刑人的監管作用，其有效的管理，即應揉合

機械式管理及有機式管理的優點，制定完善的

法規、設立專業的社區矯正機構、在標準、最

佳化的作業流程中展現創新、彈性、效率與效

能的作為。 

6、整合少年及成年社區矯正體系 

政府為人民存在，給予全體國人一個安全的生活

環境，是政府的法定責任，也是義務。假釋中付保護

管束之社區矯正工作之執行，雖限制假釋出獄受刑人

之部分自由或權利，對受刑人而言固屬不利，但對維

護社會安全，避免其他社會成員之自由或權利遭受不

法侵害及增進公共利益而言，干涉行政乃不可缺少之

手段
87
。 

有關少年及成年社區矯正業務因歷史的偶然，分

屬司法院所屬之少年法院（地方法院）及行政院所屬

法務部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法律、制度及機關組織，

皆為政府所制定與設置，組織存在的目的，既在創造

社會價值，則整合相關業務，創造一個令人感到值得

貢獻的使命與願景，以因應急速變化的社會，即為執

政者的施政重點
88
。 

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

                                                 
87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臺北，三民書局，2002 年 9 月增訂 7版，頁 17。 
88 司徒達賢，管理學的新世界，臺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年 1 月，頁 30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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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掌理民事、刑事、行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

戒。」權力分立為憲法之基本原則，少年及成年社區

矯正工作係屬執行事項，其性質亦相同，且本於輔導

理論之一貫性，為統一事權，建立專業分工，司法院

及法務部應摒除機關本位主義，攜手協力整合少年及

成年社區矯正業務
89
，構築完善的社區矯正體系，創

建本土化的社區矯正制度，當為檢驗執政者的執政能

力之指標。 

7、社區矯正工作應為專業之管理  

以成年社區矯正為例，有關受刑人假釋出獄，以

至假釋期滿或撤銷假釋入監執行殘餘刑期，皆由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行作業。憑心而論，地方法

院檢察署係以偵查案件為其主要業務，社區矯正案件

之執行未如偵查案件同等重視；加以小編制之地方法

院檢察署僅有 1 位執行檢察官指揮執行假釋付保護

管束案件，仍須兼辦偵查案件。大編制之地方法院檢

察署可能有2位或3位執行檢察官指揮執行假釋付保

護管束案件，但仍須兼辦其他執行（入監服刑、易科

罰金等）案件。至於執行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之主力

－觀護人，本身除辦理於執行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

外，尚須辦理緩刑付保護管束、緩起訴義務勞務案

件、緩起訴處分金業務，以及司法保護之宣導等事

務，其兼具指揮與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執行

之檢察官、執行觀護人、書記官等相關人員約 300

人。臺灣地區 95 年（2006）12 月底法務部所屬在監

院 80 餘個矯正機關，矯正人員約計 7,000 人，共計

管理收容 63,226 人
90
；而同年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

                                                 
89 法務部，觀護工作專業化之研究，臺北，1987 年 12 月，頁 49。 
90 法務部統計處，前註 4，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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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執行之社區矯正案件為 20,747 人（包括假釋出獄

付保護管束之人數 10,726 人
91
，緩刑付保護管束之人

數為 1,438 人
92
，緩起訴社區服務之人數為 5,346 人

93
，及上年執行尚未終結人數

94
），至於少年保護之社

區矯正案件（含假釋付保護管束）為 16,607 人
95
，而

執行之觀護人員（少年保護官等人員）約為 200 人左

右
96
。再從法務部編列之年度預算來看，政府在這方

面的關注已嫌不足，法務部卻仍將社區矯正工作的主

力－觀護人，責其擔負其他繁重之司法保護工作，致

社區矯正工作形同副業，怎能期待社區矯正工作之落

實。觀護人勤於訪視受刑人的家庭及工作場所，觀察

受刑人的生活狀況，是最理想的監督方式
97
，也是預

防受刑人再犯的最佳利器。因而投入較多的人力與經

費，致力於社區矯正工作，當為政府的施政重點。執

政團隊各部會之間，揚棄本位主義，攜手同心建構社

區聯防，將是拼治安的具體呈現；而觀護人持之以恆

之專業、敬業及樂業之工作態度，更是社區矯正工作

成敗之關鍵所在。面對龐大的社區矯正案件，應由專

業之管理機關管理，已為現代行政管理學之趨勢。 

8、於法務部之下增設專門之社區矯正機構，並慎選領導

人 

社區矯正係屬刑事訴訟程序之執行事項，且為維

護社會穩定的基礎，法務部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指揮

                                                 
91 法務部統計處，前註 4，頁 99。  
92 法務部統計處，前註 4，頁 55。 
93 法務部統計處，前註 4，頁 62、63。 
94 因刑法規定，無期徒刑假釋後 20 年或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為假釋期間，故實際上每年執行之

假釋人數實際上高於當年假釋出獄人數，緩刑付保護管束及緩起訴社區服務等案件亦同。 
95 臺灣高等法院，95 年臺灣司法統計專輯，表 74（舊收 10,980 人、新收 5,627 人）。 
96 臺灣高等法院，95 年臺灣司法統計專輯，表 1內載觀護人員及公證人員共計 244 人。 
97 法務部，考察「美、日二國司法保護制度犯罪問題研究業務」報告，臺北，1986 年 5 月，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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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關，法務部的尊嚴與形象為政府最重要的資

產，為使法務部業務運作順暢，與外在環境密切接

軌，法務部組織體系之變革勢在必行，執政者除應儘

速規劃於法務部之下，成立專職之社區矯正機構
98

外，更應慎選具備能獻身社區矯正工作、傳達願景，

並展現自信與個人道德等特質之領導人
99
，致力建構

本土化之社區矯正模式，以利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 

（二）大陸地區社區矯正組織體系之運作成效有待時間之檢驗 

1、司法機關主導以任務編組方式成立 3 級社區矯正網絡 

                 大陸地區司法部指示省（自治區、直轄市）、市

（地、州）和縣（市、區）司法行政機關應當設立社

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同級社區矯正工作

領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指導、監督有關法律、法

規和規章的實施，協調相關部門解決社區矯正工作中

的重大問題，檢查、考核所轄地區之社區矯正實施情

況。推動社區矯正工作，應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

領導下進行，各有關部門應積極參與，各試點地區為

貫徹中央指示推動社區矯正工作，均組成「社區矯正

工作領導小組」
100
。 

以北京市為例
101
，北京市社區矯正組織規劃為

市、區（縣）、街道（鄉鎮）三級矯正網絡。北京市

                                                 
98 蔡德輝、楊士隆，犯罪矯正新趨勢：社區處遇制度之可行性研究，收錄於法學叢刊，臺北，法

學叢刊，第 179 期，2000 年 7 月，第 179 期，頁 50。 
99 范瑞薇 譯，杜拉克談領導未來，第 7章「有效管理與家庭價值」（Dr. Guido Stein1）、第 8

章「有效人事諮詢管理」（Peter Paschek）、第 15 章「非營利組織未來面臨的挑戰」（Frances 

Hesslbein），前註 86，頁 135、150、238；胡瑋珊 譯，管理學，（Gary Dessler，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tomorrows leaders 3rd Edition，），臺北，臺灣培生教育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 月，頁 47－63。  
100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8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聯合發布「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101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5條至第 7條參照，參見榮容、肖君擁 主編，社區

矯正的理論與制度，頁 376－382、北京市委政法委員會首都社會治安綜合治理委員會關於開

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意見（京政法［2003］32 號）三、

http://www.bjsf.gov.cn/sqjz/sqjzsgzcfg/t20040706_112508.htm， 北京市司法行政網（查

訪時間 2007 年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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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領導和管理全市的社區矯正

工作。領導小組由市委政法委、首都社會治安綜合治

理委員會、市高級人民法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市監獄

管理局等部門組成，領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市司法局。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負責全市社區矯正的

組織工作，協調理順關係，研究解決工作中的重大問

題。組長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首都社會治安綜

合治理委員會副主任擔任；副組長由市委政法委副書

記、首都社會治安綜合治理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市司

法局局長擔任；其成員包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市公安局副局長、市民政局

副局長、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市監獄局局

長。領導小組在市司法局設辦公室，主任由市司法局

局長兼任。 

各試點區（縣）成立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領

導轄區（縣）的社區矯正工作，區（縣）社會治安綜

合治理工作委員會主任牽頭，法院、檢察院、公安局、

司法局、民政局、勞動和社會保障局等為成員。領導

小組辦公室設在區（縣）司法局，負責日常工作。試

點區（縣）的街道（鄉、鎮）成立社區矯正工作領導

小組，負責轄區社區矯正工作的實施。領導小組由街

道（鄉、鎮）社會治安綜合治理委員會主任牽頭，成

員包括派出所、司法所、民政科、社會保障所等部門

負責人和抽調的監獄警察。辦公室設在司法所，具體

負責各項日常工作。 

2、統合相關部門協同致力社區矯正工作 

大陸地區司法行政部門具體負責實施社區矯正

工作，組織力量對受刑人進行教育矯正，協調相關部

門，建構完善的組織體系，逐步實現社區矯正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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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化、規範化。公安部門要履行法律賦予的職能，

與司法行政機關密切配合，做好受刑人的監督管理。

人民法院要依法履行職能，加強對社區矯正措施的研

究，制定相應的措施，支援社區矯正工作。人民檢察

院要加強執行監督，對社區矯正工作中不符合法律的

問題提出檢察建議。民政部門要保障受刑人的基本生

活，並把社區矯正工作納入社區建設和社區管理工作

之中，指導街道居民委員會積極參與。勞動和社會保

障部門要積極為受刑人提供職業培訓機會，並幫助推

薦就業。 

3、社區矯正工作行政作用大於司法作用 

大陸地區司法部指示鄉鎮、街道司法所負責實施

社區矯正工作，建立基層法律服務室，對假釋受刑人

之管理，會同公安機關對受刑人進行監督、考察及考

核，並根據考核結果實施獎懲；組織有勞動能力的受

刑人參加公益勞動；組織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

社區矯正工作志願者，對受刑人開展多樣化的教育措

施，幫助解決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102
。公安機關則協調

社區最基層之街道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及社區矯

正志願工作者，對受刑人負主要監督之責，真正作到

社區矯正的真意，社區矯正之行政作用大於司法作

用。 

4、兩手策略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為開展社區矯正工作，北京市於各行政區成立社

區矯正服務中心。以北京市朝陽區陽光社區矯正服務

中心為例，該中心為非營利性民間組織，屬公益性社

團法人，其宗旨係整合社會資源，以社會志願者為依

                                                 
102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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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為社區受刑人提供人性化服務，提高矯正質量，

維護社會穩定為核心的工作體系和工作機制，協助司

法行政機關落實社區矯正工作。其服務範圍包括對社

區受刑人提供回歸社會之心理諮詢、勞動培訓、生活

救助、法律援助、釋前輔導、社區教育、家庭支援、

社區幫扶、志願工作者發展、理論研究發展等各類服

務及國際交流活動等事項，其運作經費主要來自北京

市司法局與朝陽區政府的撥款。該中心下設心理評估

與諮詢部、勞動培訓與救助部、理論研究部、志願者

工作部、綜合協調部等五個部門，分別由專家學者及

有豐富司法行政工作經驗的人員擔任相關部門領

導，該中心係以協議形式，承擔北京市朝陽區政府委

託的社區矯正社會服務職能 
103
。大陸地區在司法部

主導下所成立之社區矯正服務中心，與臺灣地區由法

務部所主導成立之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之宗旨

及業務項目相似，且為配合社區矯正工作之順利推

展，大陸地區社區矯正服務中心主任由地方司法局副

局長層級之業務主管兼任。而臺灣地區財團法人臺灣

更生保護會董事長則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兼任，各分會主任委員，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兼

任。惟大陸地區社區矯正服務中心之業務係以協議方

式為之，而臺灣地區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所辦更

生保護業務為法定職掌。 

四、志願工作者（志工） 

（一）臺灣地區之概況 

臺灣地區少年事件處理法、保安處分執行法、志願服

務法分別定有志工辦理社區矯正之規定，而其主管機關並

                                                 
103 北京市朝陽區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 2005 年至 2006 年年報，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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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揭法律另行訂頒子法： 

1、地方法院之志工
104
  

少年及兒童保護事件執行辦法第 18 條規定：「少

年法院得視實際需要，聘請志願服務之機構、團體或

個人協助輔導少年。」為強化少年矯正之個別化、社

區化，提供社會人士參與少年輔導工作之機會，司法

院訂頒「地方（少年）法院少年志工設置要點」，作

為推展社區矯正志願工作之依據。  

（1）基本條件 

                           少年志工分為保護志工及輔導志工，保護

志工分為個人保護志工及團體保護志工，輔導

志工分為個人輔導志工、團體輔導志工及督導

志工。個人保護志工必須年滿 20 歲，具有品性

端正，對助人工作富有熱忱，並完成教育訓練

者。團體保護志工應經政府合法立案，並對助

人工作富有熱忱者聘任。 

個人輔導志工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並完

成教育訓練者聘任：曾任少年法院 (庭) 庭長

或法官、少年調查官、少年保護官、觀護人 1

年以上者。曾任個人輔導志工、團體輔導志工

之輔導工作人員 1年以上者。曾在國內、外大

專院校講授法律、諮商、輔導、心理、社會工

作、精神醫學及其他少年保護相關課程，並從

事相關實務工作 1年以上者。具有教師、社會

工作師、心理師資格，並實際從事實務相關工

作 1 年以上者。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

                                                 
104 司法院訂頒「地方（少年）法院少年志工設置要點」，   

http://jirs.judicial.gov.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0986（查訪時間 2007 年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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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學院以上學校法律、諮商、輔導、心理、社

會工作、精神醫學及其他少年保護相關科系畢

業者。曾修習法律、諮商、輔導、心理、社會

工作、精神醫學及其他少年保護相關科目在 20

學分以上者；參加相關專業講習每 15 小時得折

抵 1 學分。惟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聘為

個人輔導志工： 

甲、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執行完畢未滿 10 年

者。但過失犯罪不在此限。 

乙、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執行完畢未滿 10

年者。 

            丙、身心障礙，致不能執行職務者。 

丁、其他有具體事實，經認為不適當者。 

督導志工應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並完成教

育訓練者聘請之：曾任少年法院 (庭) 庭長或

法官、少年調查官、少年保護官、觀護人 5年

以上者。曾任個人輔導志工、團體輔導志工之

輔導工作人員 5年以上者。曾在國內、外大專

院校講授法律、諮商、輔導、心理、社會工作、

精神醫學及其他少年保護相關課程 5年以上，

並從事相關實務工作 5 年以上者。具有教師、

社會工作師、心理師資格，並實際從事實務相

關工作 5年以上者。 

團體輔導志工應就經政府合法立案，設有

專業輔導人員之社會福利、教養、心理、輔導、

教育、宗教、慈善等機構、團體聘請之。團體

輔導志工應在機構、團體內部指定督導工作人

員，負責指導輔導工作人員擬定及執行個案、

團體輔導計畫，並核閱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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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責 

                       保護志工在少年調查官、少年保護官之指

導下，協助辦理少年之就學、就業、就醫及就

養等相關各項業務、辦理一般性行政業務及其

他交辦業務。個人、團體輔導志工在少年調查

官、少年保護官之指導下，協助輔導受保護處

分少年、實施心理測驗及解釋工作、辦理團體

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少年志工訓練講習事宜

及其他交辦業務。督導志工協助少年調查官、

少年保護官指導個人輔導志工擬定輔導計畫、

提供個人輔導志工專業諮詢及必要協助、定期

與個人輔導志工進行督導會談、辦理個人輔導

志工考核事宜、規劃少年志工訓練講習事宜及

其他交辦業務。 

（3）聘任 

              地方 (少年) 法院斟酌轄區內之地理環

境、人口、經濟、少年犯罪狀況等因素，以定

少年志工之遴聘人數及分佈，並將遴聘之機

構、團體、個人名冊及其異動情形層報司法院

備查。地方 (少年) 法院聘請機構、團體為團

體輔導志工時，應將其督導、輔導工作人員造

冊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送法院核備；其督導、

輔導工作人員有異動時亦同。少年志工聘期 2

年，期滿得續聘，由地方 (少年) 法院參酌其

從事個案會談、訪查個案、團體輔導或執行督

導、個案研討會出席、在職訓練參與、服務績

效之考核、工作態度、期待及個人特質與留任

意願等情形決定。 

（4）考核與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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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少年) 法院對於少年志工之基本

資料、工作情形及服務績效，應建立檔案，由

專人負責管理維護。少年調查官、少年保護官

參酌少年保護志工、個人輔導志工、團體輔導

志工之志願、專長等因素，交付其工作，並詳

細說明個案情形、輔導目標或其他必要注意事

項，且隨時與其保持聯繫，善盡指導之責。地

方 (少年) 法院發現少年志工於聘期中，無正

當理由中途離職、中斷輔導或拒絕接受工作交

付，情節重大者、機構、團體未經合法立案或

立案經撤銷者、未保守因執行職務而知悉之他

人秘密，致生他人名譽受損，情節重大者、其

他有損少年志工聲譽，情節重大者等情形之

一，足認其不適任者，應檢具事證予以解聘，

層報司法院核備。少年志工因個人因素或其他

事由致不能執行職務者，得請求法院解聘。 

2、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志工
105
 

（1）基本條件 

         個人觀護志工應具備之條件包括：年滿 20

歲、品行端正，著有信譽、對觀護工作富有熱

忱、生活安定有充裕時間、身心健康有服務能

力、接受基礎訓練、特殊訓練及實務訓練期滿

合格、具撰寫輔導報告能力者。團體觀護志工

應經政府合法立案，設有輔導專業人員之社會

福利、教養、心理、輔導、教育、宗教、慈善

等公益團體、社區、機關（構）遴聘。團體觀

護志工之輔導工作人員，應具備個人觀護志工

                                                 
105 法務部，檢察機關遴聘觀護志工實施要點，92 年（2003）1 月 10 日法保字第 0921000011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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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件。 

（2）職責 

         觀護志工應本服務社會之精神，協助地

方法院檢察署辦理緩起訴社區矯正、執行

保護管束及其他司法保護等事務，並受觀

護人之指導。 

（3）聘任 

            地方法院檢察署斟酌轄內地理環境、人

口、經濟、犯罪狀況等因素以定觀護志工之

遴聘人數及分佈；並將聘任之團體觀護志

工、個人觀護志工名冊報請法務部備查。觀

護志工任期 2 年，期滿得續聘。 

（4）考核與紀律 

個人觀護志工續聘條件，由地方法院檢

察署參酌其從事與個案晤談、訪視個案、執

行保護管束或辦理社區處遇等工作情形、每

年參與 8小時以上與觀護志工工作內容相關

之訓練、工作紀錄之考核、工作態度、期待

及個人特質與留任意願及其他相關事項情

形決定。個人觀護志工於任期中，無正當理

由中途離職、中斷執行或拒絕接受交付之事

務、或未保守因執行職務所知悉之他人秘

密、或有其他損司法形象之具體事證者，地

方法院檢察署除應檢具事證予以解聘，註銷

其服務證外，並報請法務部備查。 

3、更生輔導員
106
 

（1）基本條件 

                                                 
106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更生輔導員志願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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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生輔導員須年滿 18 歲以上、品性端正、

心理健康、對更生保護工作富有熱忱、生活安

定有充裕時間者、符合更生保護會各服務項目

領域之專家學者及出獄後且走上正途的更生

人。至於主任更生輔導員則優先遴選教育界的

退休人士、宗教界的神父、牧師、法師以及社

會善心人士擔任，並網羅擅長心理輔導的專業

人士參與。 

（2）職責 

                       更生保護會設更生保護輔導區，配置更生

輔導員，本於服務社會的精神，協助該會處理

受保護人出監、院、所、校前後教化輔導、就

業、就學、就醫、就養、技能訓練之協助、生

理、心理治療、生活重建、追蹤輔導、家庭貧

困急難救助等事項之協助、受保護人與被害人

或近鄰調解事項之協助、廣結社會資源，以協

助更生保護業務推展及其他有關更生保護事項

之協助。 

（3）聘任 

            分會以各地方法院管轄區域為辦理更生保

護業務之轄區，遴選若干人為更生輔導員，其

中 1 人為主任更生輔導員，1 至 3 人為副主任

更生輔導員。主任更生輔導員對該輔導區內各

更生輔導員與分會間業務之推進，負連絡之

責。更生輔導員任期 3 年，由更生保護會發給

志願服務證，並將名冊報請法務部備查。 

（4）考核與紀律 

更生輔導員應遵守及考核之事項包括：遵

守該會訂定之規章、參與該會舉辦之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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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議、妥善使用及保管志願服務證、服務時，

應避免洩漏受刑人之身分，尊重受刑人之權

利、對於交付之相關業務，無正當理由不得拒

絕，並應保守因執行業務所知悉之秘密，維護

保護受刑人之名譽、該會函請查證、簽註意見

之案件，須於規定期限內辦理完成、接獲保護

通知書後，立即訪查輔導，並於 10 天內填妥更

生保護通知迴文報告表送回該會、不得向服務

之受刑人收取報酬、不得以該會名義在外招搖

撞騙、應迴避與保護之受刑人有任何金錢上的

往來及商業性等非輔導工作上必要之行為、受

刑人有再犯之虞時，應立即報告該會，如時機

緊迫應即聯繫警察機關，防止再犯。更生輔導

員違反上揭規定，經考核具實情者，該會得隨

時解聘、停聘或作為續聘之參考。 

（二）大陸地區之概況 

1、基本條件  

大陸地區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分專業矯正人員和

志工兩部分，專業矯正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和幹警組

成。司法所的職責，係對受刑人進行教育矯正，組織

社會志工對受刑人進行幫教，協調有關部門解決受刑

人在矯正過程中遇到的相關問題。幹警的職責，為協

助司法所人員開展對受刑人的教育矯正工作，對認

罪、學習等情況進行考核，提出獎懲建議。社區矯正

志工，須以擁護憲法，遵守法律，品行端正、熱心社

區矯正工作，有一定的法律政策理論水準、具有較高

的文化素質或心理學、社會學、教育學、法學等方面

的專業知識。 

2、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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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社區矯正工作計畫，開展業務指導、負責受

刑人的銜接工作、組織實施轄區的大型活動、受刑人

的日常管理工作、組織實施法制宣傳、教育、技能培

訓等活動、組織落實受刑人的公益勞動、製作法律文

書，實施對受刑人的行政、司法獎懲、加強與法院、

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監獄機關以及地區各級組織的

協調和聯繫，主動溝通情況，解決受刑人的各種問

題、開展政策法律研究，收集和整理社區矯正的個

案、負責志工的佈建、管理和培訓、完成上級交付的

相關工作
107
。 

3、聘任 

自願參與和從事社區矯正之志工，向居住地的街

道、鄉鎮司法所報名，符合條件者，由司法所報請縣

級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批准並頒

發聘書。其主要成員為專家學者、知名人士、離退休

幹部、社區居委會成員、高等院校高年級學生、矯正

對象的近親屬和所在單位的人員
108
。 

4、考核與紀律 

為確保社區矯正工作之順利進行，並避免衍生相

關問題，大陸地區特別嚴格要求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

（含志工，下同）之考核與紀律，規定社區矯正工作

人員應提高執法意識，忠於職守，服從安排，嚴格履

行職責、形成合力，積極主動，加強與地方各級組織

的團結合作、秉公執法，嚴格依規定辦理考核獎懲工

作。遇有特殊情況、問題或重大事宜，及時反映和報

告，不瞞報，不遲報。對受刑人提出的問題和反映的

                                                 
107 上海市社區矯正工作者守則（試行）。 
108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

行）第 6條，收錄於榮容、肖君擁 主編，前註 6，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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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及時解答和處理，不推諉，不懈怠。訪談受刑人

時，其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必須以 2人以上之結伴方式

為之，亦不得利用對象及其家屬謀私利或接受饋贈和

宴請。 

（三）小結 

1、法律明定志工協助社區矯正工作之依據 

臺灣地區志工協助社區矯正工作之主要依據為

少年事件處理法、保安處分執行法、志願服務法等法

律，並由主管機關另行訂頒子法，其規定具體明確。

執行社區矯正工作之少年保護官及觀護人，分屬少年

事件處理法第51條與保安處分執行法第64條規定之

地方（少年）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之人員。至於協

助少年保護官及觀護人執行保護管束事務之志願工

作者，則屬上揭法律所稱「其他適當之人
109
」亦為法

律所稱之執行保護管束者，其協助公部門對受刑人之

矯正工作，由法律明定，對受刑人（少年）權益之保

護較為周延。而大陸地區執行社區矯正工作之司法機

關人員（抽調監獄、勞教警察除外）及志工等人員，

因其並無法律上對受刑人進行社區矯正之依據，而由

公部門以發布行政規則方式作為執法的依據，故司法

所必須與有監護能力之受刑人的近親屬或工作單

位、街道居民委員會簽定監護協定，以強化監督與輔

導的功能
110
。 

2、志工之專業要求 

                                                 
109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規定：「保護管束，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之

外之員警機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行之。法務部

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行之保護管束事務。」，及少年事件處理

法第 51 條規定：「對於少年之保護管束，由少年保護官掌理之；少年保護官應告少年以應遵

守之事項，與之常保接觸，注意其行動，隨時加以指示；並就少年之教養、醫治疾病、謀求

職業及改善環境，予以相當輔導。少年法院得依少年保護官之意見，將少年交付適當之福利

或教養機構、慈善團體、少年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管束，受少年保護官之指導。」  
110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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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龐大的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以公部門有

限的人力、財力及物力等資源，事實上，無法因應社

區矯正的需求。另一方面，受刑人既置於社區中生活

與矯正其行為，則社區居民與團體之參與，即為不可

或缺的重要關鍵，有鑑於此，結合社會力量，運用社

會資源，積極推展社區矯正工作，即為政府施政的重

點。受刑人假釋出獄之社區矯正重點，無形的輔導在

於持續教化工作的落實，以加強其明辨是非的觀念；

有形的輔導則在於社會資源的運用，輔導其就學、就

業、就養、就醫等事項為主，以協助適於社會生活為

目的。 

臺灣地區辦理社區矯正工作已行之有年，故對社

區矯正志願工作者須經專業訓練，專業要求較高，素

質整齊，實務上之志工多以大專院校學生、或軍、公、

教退休人員為主。尤以地方（少年）法院因少年受刑

人思慮未周，多數正處求學階段，故法院對志工的需

求更為嚴格，輔導志工，以專業知識及實務歷練為遴

聘條件。而保護志工，則以社會資源之運用與轉介為

遴聘條件，二者相輔相成。至於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志

工及更生保護會之更生輔導員，雖亦有專業之輔導志

工，但因地方法院檢察署執行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案

件，係以成年受刑人為對象，惟成年受刑人之性情多

以定性，而穩定的職業，為預防受刑人再犯的基本要

素之一，故其志工的遴聘著重於社會資源的整合與運

用。大陸地區推展社區矯正工作，因起步較晚，加以

社會環境與民情較為保守，故有關志工的遴聘與社會

資源的整合、運用，尚待從實踐中求取經驗。 

3、嚴謹志工紀律，以建立社區矯正公信力 

志工在彌補公部門人力、財力及物力等資源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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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其輔助、參與公部門的社區矯正工作，其間涉及

公權力之執行，為落實遴聘志工之目的，並避免志工

在執行職務時，影響政府機關形象及公權力之威信，

適當規範志工執行職務之紀律並為考核，以建立社區

矯正公信力，更有助於社區居民的認同。兩岸積極推

動志工參與社區矯正工作，且為落實遴聘志工之目

的，亦對志工規範應遵守及考核之事項，對社區矯正

工作應有正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