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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假釋之執行與管理 

 

第一節  施行區域 

 

壹、臺灣地區之概況 

刑事訴訟之執行為國家主權行使之表徵，故刑事訴訟法之效

力，僅及於臺灣地區法權所及之地區，係稱「屬地主義」
160
。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

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刑事

訴訟法關於地之效力，與刑法關於地之效力不同，刑法對於發生於臺

灣地區以外之犯罪，雖可適用刑法處罰，然而除非犯罪人在臺灣地區

之領域內，否則，仍不能行使審判權或執行權。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

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刑事訴訟法第 8 編雖

包括保安處分之執行在內，但有關保安處分之執行細節保安處分執行

法另作特別規定，保安處分執行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當亦作同

一解釋
161
。亦即有關假釋付保護管束之執行，應優先適用保安處分執

行法，但保安處分執行法未規定者，仍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一般性之規

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5 條規定：「法規定有施行區域或授權以命令

規定施行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力。」亦即雖屬臺灣地區領

域，但特別刑事訴訟法有特別規定施行區域者，則在本地域之外地

區，即不能適用該法。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規定：「本法施行之日期及區域由行政

院以命令定之。」保安處分執行法於民國 52 年（1963）7 月 3 日公

佈，行政院於 53 年（1964）7 月 9 日指定「臺灣省」為本法之施行

區域，並自同年 8月 1 日施行。臺灣省並不包括金門、馬祖在內，嗣

後，為因應臺北市改制為院轄市，於 56 年（1967）年 10 月 4 日令指

                                                 
160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論，所謂「國家統治權所及之地域」，乃屬事實問題，而非概念問題，臺

北，三民書局，1985 年 2月，頁 33 內載。 
161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臺北，2002 年第 5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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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施行區域「臺灣省」改為「臺灣地區」。惟所稱「臺灣地區」及本

法「施行區域」所指為何？即有探討之必要：  

一、「施行區域」與「臺灣地區」之意義 

  　（一）上位法優於下位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 條明確指出：「中央法規之制

定、施行、適用、修正及廢止，除憲法規定外，依本法之

規定。」可見中央法規標準法的法律位階，係立於憲法與

所有法律之間。其效力僅在憲法之下，而在所有法律之

上。依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之原則，解釋現行相關法律之適

用，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為之。 

　（二）特別法域之效力   

            法規施行之效力，原則上及於臺灣地區法權所及之地

區。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5 條規定：「法規定有施行區域

或授權以命令規定施行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

力。」保安處分執行法規定其施行區域為「臺灣地區」，

其效力應僅及於該施行區域，其他區域概不適用
162
，例如： 

    　    1、民國 23 年（1934）11 月 29 日國民政府公布施行之「戒

嚴法」第 1 條第 1項規定：「戰爭或叛亂發生，對於全

國或某一地域應施行戒嚴時，總統得經行政院會議之

議決，立法院之通過，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

同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戰爭或叛亂發生之際，某一

地域猝受敵匪之攻圍或應付非常事變時，該地區陸、

海、空軍最高司令官得依本法宣告臨時戒嚴，如該地

無最高司令官，得由陸、海、空軍分駐團長以上之部

隊長，依本法宣告戒嚴。」38 年（1949）5 月 19 日臺

灣省警備總司令部公佈「臺灣省戒嚴令」，為確保「臺

灣省」治安秩序，特自同年月 20 日零時起宣告戒嚴。

                                                 
162 褚劍鴻，前註 17，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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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戒嚴地域為「臺灣省」。 

　    2、37 年（1948）11 月 10 日公布施行之「違反糧食管理

治罪條例」第 16 條規定：「本條例之施行區域，由行

政院以命令定之。」42 年（1953）1 月 3 日行政院令

指定「全國」為施行區域。 

　    3、41 年（1952）4 月 29 日臺灣省政府與臺灣省保安司令

部會同發布之「臺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第 1

條規定：「為鞏固臺灣省地方治安維持社會秩序及防止

流氓犯罪，特訂定臺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

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本省各縣市對於取締流氓除法令

別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其施行區域為「臺

灣省」。 

　    4、42 年（1953）7 月 7 日公布施行之「臺灣省內菸酒專

賣暫行條例」第 1條規定：「臺灣省內菸酒專賣，暫依

本條例之規定。」其施行區域為「臺灣省」，臺灣省政

府特設臺灣省菸酒公賣局（隸屬財政廳），以管理「臺

灣省」有關菸酒之產購運銷事宜。 

　    5、44 年（1955）12 月 30 日公布施行之「戡亂時期竊盜

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14 條規定：「本條例施行

之地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其立法理由謂：「本

條例係為防止竊盜案件而制定，則在竊盜案件，並不

嚴重之地域，自無施行本條例之必要，故本條特以明

文規定，本條例之施行日期及地域，由行政院以命令

定之；以期適合實際需要
163
。」行政院嗣後指定「臺灣

省」為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施行之地

域，並於 45 年（1956）1 月 3 日以臺 45 內字第 0011

                                                 
163 第 1 屆立法院第 15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323 號，政府提案第 242 號，案

由：行政院 44 年 4 月 7 日臺 44 法字第 2207 號函請審議加強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草

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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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立法院查照
164
。 

6、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規定：「本法施行之日期及區

域由行政院以命定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5 條規

定，保安處分執行法之施行區域自僅及於行政院指定

之「臺灣地區」。但保安處分執行法所指之「臺灣地區」

與 81 年（1992）間公佈施行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

民關係條例第 2條第 1 款所規定之「臺灣地區」，各有

其範圍。前者，並未包括金門、馬祖等地。而臺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條第 1款所規定之『臺

灣地區』，係指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

所及之其他地區。惟此「臺灣地區」之範疇，於適用

該條例規定時固可以之為準。至於其他法規（令）名

稱冠以「臺灣地區」且原僅在臺灣省、臺北市及高雄

市施行者，尚難逕予援用本條例第 2條規定
165
。論者或

謂，保安處分執行法所指之「臺灣地區」之範圍既未

明示僅指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之「臺灣地區」，似

可認為與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所定之範

圍相同，如作此解釋，則有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5 條

之規定。 

  　（三）法規不溯既往原則 

所謂法規不溯既往原則，係指法規不適用於該法規生

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律關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4

條規定：「法規特定有施行日期，或以命令特定施行日期

者，自該特定日發生效力。」此即為法規不溯既往原則，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規定：「本法施行之日期及區域，

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53 年（1964）8 月 1 日行政院

                                                 
164 第 1 屆立法院第 17 會期第 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323 號，政府提案第 242－2 號，

案由：行政院函為指定臺灣省為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施行之地域請查照案。  
165 法務部 81 年（1992）11 月 4 日法 81 律字第 16557 號函，收錄於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印「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暨施行細則解釋彙編」，臺北，1998 年 6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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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指定臺灣省為保安處分執行法施行區域，而「臺灣地區

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於民國 81 年（1992）7 月 31

日公佈，依該條例第 96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條例施行細

則及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同年 9 月 16 日行政院

依該規定發布於同年月 18 日施行。如以公佈施行在後之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 條所指之『臺灣地

區』，作為解釋保安處分執行法施行區域之「臺灣地區」

其範圍相同，則有違法規不溯既往原則。 

　（四）法律施行區域之變更應依法定程序為之 

論者或謂，「臺灣地區」之範圍既未明示僅指臺灣省、

臺北市、高雄市之「臺灣地區」，似可認為與臺灣地區與

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所定之範圍相同，亦即除臺灣、澎

湖外，並涵括金門、馬祖及其他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在內。惟依 78 年（1989）5 月 12 日司法院公佈之釋字

第 239 號解釋文卻明確指出：「臺灣地區四十二年（一九

四三）七月七日公佈施行之臺灣省內菸酒專賣暫行條例，

係以當時包括高雄市在內之臺灣省所屬各縣市為施行區

域，高雄市於六十八年（一九七九）七月一日改制為院轄

市後，此項法律施行區域並未變更，在未依法定程序變更

前，上開條例仍適用於改制後之高雄市。……惟因行政區

域變更，致法規名稱與施行區域不符者，宜由有關機關從

速依法檢討修正，俾名實相符。」依憲法第 78 條規定，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其所為

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各機關處理

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
166
。法規所規定之施行區域，

主管機關如認為有變更之必要，即應依法定程序為之，以

符法制。 

                                                 
166 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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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安處分執行法「施行」區域之意義 

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規定，行政院指定之施行區域為「臺

灣地區」，而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14 條規定：「本

條例施行之地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56 年（1967）10 月 4 日

行政院令指定其施行區域為「臺灣地區」。惟二者所稱施行區域之「施

行」，卻有不同： 

 （一）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之「施行」地域係指

「犯罪地」、「裁判地」及「執行地」 

    　       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1 條規定：「竊

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犯，其保安處分之宣告及執

行，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刑法及其他

法律之規定。」參照同條例第 14 條規定之立法理由謂：「本

條例係為防止竊盜案件而制定，則在竊盜案件，並不嚴重

之地域，自無施行本條例之必要，故本條例特以明文規定，

本條例之施行日期及地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以期適

合實際需要。」其所稱「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

犯」，係指「犯罪地」；至於所稱「其保安處分之宣告及執

行」，則指「裁判地」及「執行地」。故戡亂時期竊盜犯贓

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14 條規定之施行區域之「施行」，係

指「犯罪地」、「裁判地」及「執行地」而言。而所謂「犯

罪地」，參照刑法第 4 條之規定，解釋上應包括「行為地」

與「結果地」
167
。 

　       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第 14 條規定之

施行區域之「施行」，係指「犯罪地」、「裁判地」及「執行

地」而言。如其「犯罪地」、「裁判地」及「執行地」均在

臺灣地區，其有該條之適用，應無疑義。惟如僅其一或其

二在臺灣地區內，例如，在臺灣地區犯竊盜犯及與竊盜案

                                                 
167 最高法院 72 年（1893）度臺上字第 5894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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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關之贓物犯，而在金門地區裁判及執行；或在金門地

區犯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犯，而在臺灣地區裁

判及執行；或在臺灣地區犯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

物犯，並在臺灣地區裁判，而在金門地區執行；或在金門

地區犯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犯，並在金門地區

裁判，而在臺灣地區執行，是否亦有本條例之適用？  

　      論者有謂，一國之特別刑罰法規規定其施行區域者，

其法規原僅限於特定地域內施行之，在其他地域內不施

行，是為原則( 例如臺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 )。惟

如犯人於有屬地刑法施行之區域犯罪，而不在施行此種特

別刑法之區域受審判，則審判法院應否適用行為地法，不

無問題。就理論上言，行為地法有罪，除非其犯罪業已消

滅，既由本國法院審判，仍須適用其所觸犯之屬地刑法予

以審判處罰，不因審判法院所在地無同一特別刑法之施行

而拒絕適用
168
。實務上亦認為：「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

安處分條例所稱施行地域，係指行為地而言。即在施行區

域內犯竊盜罪，其裁判地雖在施行區域外，仍得依本條例

諭知保安處分
169
。」 

　           惟查，其行為地雖在臺灣地區，而其裁判，既非在臺

灣地區，該條例於該地區並不發生效力，何從依該條例而

為裁判；反之，行為地，雖非在臺灣地區，本無該條例之

適用，縱其裁判，在臺灣地區，亦何從依該條例而為裁判
170
。實務上認為行為地或裁判地有一在臺灣地區，均有該

條例之適用。如認為此解釋正確，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

五條所稱：「法規定有施行區域或授權以命令規定施行區域

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力。」其規定將形同具文。 

                                                 
168 蔡墩銘，刑法總論，臺北，1984 年 3月 4版，頁 59。 
169 行政院 74 年（1985）3 月 15 日台 74 法字第 4663 號函。 
170 陳樸生，刑法總則與其他刑罰法令之關係，收錄於軍法專刊，75年 8 月，第 32 卷第 8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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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安處分執行法之「施行」區域係指保安處分之「執行地」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1 條規定：「執行保安處分，除法律

別有規定外，依本法行之。」所稱「執行保安處分」，係

指「執行地」而言。同法第 89 條有關施行區域由行政院

以命令定之，其立法理由謂：「保安處分處所，需費浩繁，

全國各省限於財力未必皆能同時施行，故規定由行政院命

令之。」惟本法所規定之保安處分包括：感化教育、監護、

禁戒、強制工作、強制治療、保護管束及驅逐出境等 7 種

類型，前面 5 種保安處分之執行係屬機構內之矯正，而保

護管束之執行為機構外之社區矯正，至於驅逐出境係對外

國人之隔離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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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與預防其再犯為目的。面對急遽的社會變化與法

治國原則，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所稱之「施行區域」，

從法理的角度而論，似無法完善詮釋不同類型之保安處

分，有不同之執行場所與執行（矯正或矯治）方式。 

　（三）保安處分執行法「施行區域」之變更應依法定程序為之 

　        81 年（1992）7 月 29 日修正公布「竊盜犯贓物犯保

安處分條例」，其修正草案說明謂：「本條例原為動員戡亂

法規，但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犯，應施以強制

工作，以訓練其謀生技能，養成勞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

力，並遏止竊盜犯罪及與竊盜犯罪有關之贓物犯罪，非僅

限於戡亂時期，於平常時期仍有需要，亦非僅限於某些特

定地域，全國任一地域均有必要，故將本條例名稱修正為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並刪除第十四條規定
171
。」 

                                                 
171 第 1 屆立法院第 89 會期第 3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323 號，政府提案第 4037－1 號，

案由：本院司法委員會報告審查行政院函請審議「戡亂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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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有關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

令定之，其立法理由謂：「保安處分處所，需費浩繁，全

國各省限於財力未必皆能同時施行，故規定由行政院命令

之。」實務上，有關機構內矯正之保安處分，金門地區並

未設強制工作場所，故有關強制工作處分均由檢察官指揮

受處分人至臺灣本島之強制工作場所執行。保護管束之執

行，雖為機構外之矯正，與機構內之矯正方式有所不同，

惟如受刑人入伍至金門服役，其囑託其管轄之地方軍事法

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觀護人、所屬軍事機關長官或其他適當

之人執行，即有違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之規定。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有關「本法施行之日期及區

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雖有其時代背景，惟目前

臺、澎、金、馬地區有關保護管束之執行經費，既皆由

政府編列預算支應，為依法行政，並避免爭議，行政院

似宜以命令變更「施行區域」或參照竊盜犯贓物犯保安

處分條例作法，以修法方式刪除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89 條

規定，以符法制。 

貳、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刑法於 1979 年 7 月 1 日第 5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2

次會議通過，並於 1997 年 3 月 14 日第 8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5 次

會議作大幅度之修訂。2003 年 1 月 7 日，司法部長辦公會議通過部

令第 77 號「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規定」，並自同年 5 月 1 日

起施行。2003 年 7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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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區

矯正試點工作之開展，試點省（市）必須先行充分調查研究並規劃後，

選擇具備條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制定試點的具體方案，並積極宣導，

以保障試點工作的落實。試點工作主要在城市社區推動，有條件的農

                                                                                                                                            
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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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鄉鎮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行
172
。1004 年 5 月 9 日，大陸地區司法

部以司發通[2004]88 號發布「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

法」，刑法所規定之假釋社區矯正工作就此展開。 

依「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大陸地區要求推動試

點工作，應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領導下進行。各有關部門要積極

參與，大力協作，並整合社會各方面力量，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

社會團體和社會志願者的參與作用，加強組訓，建立工作制度，以切

實解決試點工作中的實際困難與問題，使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得以順利

開展。在大陸地區的規劃中，試點係先於北京、上海、天津、江蘇、

浙江及山東等 6個省（市）城市社區和有條件的農村鄉鎮進行。 

為落實社區矯正工作，規劃中先行試點的省、自治區、直轄市的

司法廳（局），均依中央規定積極制定相關子法，以作為推動社區矯

正工作的依據。從另一個角度觀察，大陸地區正朝依法行政的原則施

政。以上海市為例，與社區矯正工作有關之法院、檢察院、監獄、公

安局、司法局等機關，依中央政府頒行之上揭規定，並按試點工作的

實際情況，前後制定「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
173
」、「關

於辦理減刑、假釋案件實施細則（修訂）程序的暫行規定
174
」、「社

區服刑人員個性化教育暫行辦法
175
」、「上海市檢察機關參與社區矯

正工作試行辦法
176
」、「上海監獄推進假釋工作的實施辦法

177
」、「上

海市公安派出所社區矯正工作規範（試行）
178
」、「社區服刑人員日

常行為獎懲的規定（試行）
179
」、「上海法院參與社區矯正工作的若

                                                 
172 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之四。 
173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10a581.html，上海司法行

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月 24 日）。 
174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userobject10ai367.html，上海司法行政（查

訪時間，2007 年 9 月 26 日）。 
175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251.html，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76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1.html 上

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77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4.html，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78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5.html，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79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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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意見
180
」、「公安派出所配合社區矯正工作規定（試行）

181
」等規

定；而首都所在地之北京市亦依「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及「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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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市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和銜接規定（試行）」、「北京市

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等規定，以進一步執行社區矯正工作。 

大陸地區認為真理必須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從檢驗中所得之

正確結論才是真理。刑法假釋制度雖然參考外國相關制度，但因國

情、文化、及各地區客觀環境等因素考量，其認為著眼於社區矯正理

論的爭辯中，不切實際。因此，擘劃因地制宜、彈性靈活策略，先以

試點方式實踐，試點地區則考量本身環境、條件等因素，擬訂相關規

定與措施，在先行試點工作累積經驗後，不斷將試點逐步加以推廣至

其他地區，而後從點、線、面逐步推動。嗣後，再檢討修正並進行有

關社區矯正方面的立法工作，以制定完善的執行刑罰法律制度。此與

臺灣地區保安處分執行法所規定之施行區域相較，臺灣地區雖揭示依

法行政原則，但主管機關對所稱「施行區域」之考量，似有未盡周延

之處。 

 

 

第二節  指揮執行 

 

假釋與社區矯正之聯結與落實，關係著假釋制度之成效，面對層

出不窮的假釋出獄受刑人危害社會，如何整合社會資源，發揮最大的

刑罰經濟效益，以提供國人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而假釋制度功能之

發揮，其關鍵即為假釋執行之相關機關與人員之敬業精神，正如大陸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80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0.html，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81 http://61.129.65.35/renda/sfqn/xxgk/gkml/zcfg/sqjz/gwxwj/userobject10ai85.html，

上海司法行政（查訪時間，2007 年 6 月 24 日）。  



 122

地區刑事訴訟法第 7 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

行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

地執行法律。」本章即在說明指揮執行之檢察官、法院及相關機關之

協調聯繫運作等工作，以建構完善的社區矯正體系。 

壹、臺灣地區之概況 

臺灣地區就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之指揮執行，其規定如下： 

一、案件管轄機關  

（一）初始由警察機關及法院管轄 

民國 24 年（1935）公佈施行之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

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刑法第 94

條則規定：「保護管束交由警察官署、自治團體、慈善團

體、本人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行之。
182
」所稱保護

管束，依刑法規定，其類型包括；單純之保護管束、以保

護管束代替其他保安處分、停止感化教育付保護管束、停

止強制工作付保護管束、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及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因而有關假釋付保護管束之執行，即依刑法第

94 條之規定，交由警察機關執行。民國 52 年（1963）制

定保安處分執行法，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種，有關假

釋付保護管束之執行，自應適用保安處分執行法相關規

定。該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保護管束，應按其情形交

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自治團

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行

之。」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司法行政部得於地方法院設

置觀護人，專司保護管束事務。」惟所稱觀護人專司保護

管束事務，係指地方法院之少年保護管束事務。 

（二）審檢分隸後，分由檢察署及法院管轄 

民國 69 年（1980）7 月 1 日，審檢分隸，司法行政

                                                 
182 民國 94 年（2005）1 月 7日修正公布刪除刑法第 94 條，並自 95 年（2006）7月 1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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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改制法務部，法務部有鑑於警察業務繁重，有關成年之

保護管束工作必須由專職之觀護人為之始克有效，乃於同

年間報請行政院函請立法院將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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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同年並

研擬完成「地方法院檢察處設置觀護人計畫」，洽請考選

部於 70 年（1981）起於高等考試中增列觀護人類科，並

逐年錄取及格人員專業訓練後分發至各地方法院檢察處

辦理保護管束業務。從現行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之設

計觀之，第 1 項應為原則規定，第 2項則為例外規定。惟

因其立法及修法有其時代背景，故目前實務上有關假釋中

付保護管束之執行，以假釋出獄受刑人之戶籍所在地之地

方法院檢察署為其管轄機關。受刑人遷移戶籍，則以移入

戶籍所在地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繼續執行未了期間之

假釋付保護管束。至於少年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少年事

件處理法第 14 條規定：「少年保護事件由行為地或少年之

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年法院管轄。」同法第 15 條規

定：「少年法院就繫屬中之事件，經調查後認為以由其他

有管轄權之少年法院處理，可使少年受更適當之保護者，

得以裁定移送於該管少年法院；受移送之法院，不得再行

移送。」同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未設少年法院地區，

於地方法院設少年法庭。但得視實際情形，其職務由地方

法院原編制內人員兼任，依本法執行之。」 

二、執行人員 

（一）成年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負主

要之責 

臺灣地區之成年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原則上由管轄

                                                 
183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9條等規定，地方法院少年法庭觀護人職掌保護管束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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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執行。但因個案之需要，檢察官

得函請假釋出獄受刑人戶籍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

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

當之人協助執行。為落實「分類分級」管理、監督、輔導

原則，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大遴聘志工協助執行，以彌補

專職人員之不足。法院裁定「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後，依

刑事訴訟法第 457 條及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4條、第 65 條之

1 等規定，受刑人假釋出獄，由執行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行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如受刑人

之戶籍所在地同為指揮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即由檢察

官簽發執行保護管束命令，命受刑人於出獄後 24 小時內持

該命令與假釋證明書至該署報到，製作報到筆錄，告知受

刑人應遵守之事項及違反之法律效果，並指定日期，向該

署之觀護人報到。惟如受刑人之戶籍所在地非屬指揮執行

之地方法院檢察署轄區，則由指揮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指定日期，命受刑人至戶籍所在地之該管地方法院

檢察署報到，另由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製作報到筆

錄，再命受刑人至該署觀護人室報到。書記官製作報到筆

錄，應將檢察官訊問、告誡及告知受刑人應遵守之事項及

違反之法律效果，並指定日期，命向觀護人報到等情形，

記明於筆錄。檢察官指揮觀護人執行時，應將受刑人之裁

判書、身世調查表暨其他有關書類，送交觀護人作為執行

之依據與參考。 

（二）少年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由少年法院少年保護官負主要

之責 

臺灣地區之少年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少年事件處理

法第 8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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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保護管束之執行，準用

第三章第二節保護處分之執行之規定。」同法第 51 條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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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及兒童保護事件執行辦法第 6 條規定，保護管束由少年

法院法官簽發執行書，連同裁判書及其他相關資料，交付

少年保護官執行或依少年保護官之意見，將少年交付其他

適當之福利或教養機構、慈善團體、少年之最近親屬或其

他適當之人執行，並受少年保護官之指導。少年法院法官

為指揮執行時，除應以書面指定日期，命少年前往執行者

之處所報到外，另以書面通知少年之法定代理人或現在保

護少年之人。少年無正當理由未依指定日期報到，經少年

保護官限期通知其報到，屆期仍不報到者，少年保護官得

前往受執行少年住居所查訪，或報請少年法院法官簽發同

行書，強制其到場；其有協尋之必要者，並應報請協尋。 

三、監禁矯正與社區矯正業務之協調聯繫 

（一）入監認輔 

臺灣地區為落實「監禁矯正」與「社區矯正」業務之

銜接，以提升犯罪矯治功能，防止受刑人再犯，監獄實施

認輔制度。分別聘請當地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護人 (或

觀護人)、觀護志工為教化指導委員會委員或作業指導委

員會委員，或榮譽教誨師，認輔假釋出獄前 6個月內之受

刑人，運用社會資源跨區服務，以協助監獄與觀護志工協

進會或地方法院檢察署間之協調聯繫，或協助監獄連絡受

刑人出監時之輔導就業，或協助協調或轉介在監受刑人之

教化與出監之輔導從事正當職業等相關事宜
184
。 

（二）受刑人應於出獄後 24 小時內至管轄機關報到 

執行監獄於核准假釋之受刑人出獄日期確定後，應立

即檢送出獄受刑人之「收容基本資料卡」、「收容人調查分

類直接調查表」、出獄人之保護管束名冊、裁判書及相關

資料，並通知經確實查明之戶籍地或住居所地之地方法院

                                                 
184 法務部推動各地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認輔即將出獄受刑人措施第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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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署，俾便配合執行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監管工作。檢

察官於收到法院裁定書正本後，即簽發執行保護管束命

令，命受刑人於出獄後 24 小時內持該命令與監獄給予假

釋證明書向執行地方法院檢察署報到
185
，並告知如延不報

到，得撤銷其假釋；另將該函副本及命令一併副知執行保

護管束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惟就特別案件，相關單位則強

化其協調聯繫事項。 

（三）特別案件之協調聯繫 

對於家庭暴力案件，受刑人假釋前，監獄調查科應主

動聯繫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及社會局人員，並提供

其在監之相關資料，以利繼續追蹤輔導。為預防受刑人再

犯，監獄應將受刑人預定假釋出獄之日期，通知被害人及

當地家庭暴力防治中心。檢察機關應依監獄之請求，協助

提供被害人送達處所，該送達處所如屬庇護所或經被害人

保密時，監獄並應注意保密。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假釋中

付保護管束時，得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相關規定，於聲請書

內載明擬聲請法院命被告於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遵守之

事項。對於性侵害案件，為及時掌握受刑人假釋出獄後之

動態及配合實施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監獄於受刑人奉准

假釋後尚未釋放前，主動提供其強制診療等相關資料予其

戶籍所在地之性侵害防治中心，及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觀

護人室參考。 

對於受刑人假釋出獄前，如罹患重病、精神疾病及法

定傳染病，監獄即檢附相關醫療證明，預先通知管轄之地

方法院檢察署，及當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警察機關、家屬

                                                 
185 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89 條第 1項 

假釋奉准後，出監前，由監獄長官主持假釋儀式，頒發假釋證書，並交付出監人居住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執行保護管束函副本，告以出獄後二十四小時內應向該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報到。假釋證書內容，除應記載受刑人姓名、年籍、住址、案由、刑期、奉准假釋文號與

日時、殘餘刑期、發證機關及日期外，並於背面註明假釋期間，應遵守及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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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適當之人協助監管。因業務或協助執行監管之相關

人員知悉傳染病病人或感染人類後天免疫缺乏病毒者之

姓名及病歷有關資料，不得無故洩漏其相關資料。另依入

出國及移民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監獄、技能訓練所，

對於涉有第 34 條
186
各款情形須服刑之外國人，於受刑人

假釋出獄時，應通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187
。 

四、對統治權以外地區人民及外國人之執行 

（一）對大陸地區與港澳地區人民之執行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有事實足認為

有犯罪行為者，基於國家安全之考量，治安機關得逕行強

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

關之同意。大陸地區人民因犯罪後而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案件，經檢察官同意後，並通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即得

強制出境。其解送流程依「大陸地區人民劫持航空器入境

遣返作業程序」之規定，由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

發執行保護管束命令，命令該受刑人假釋出獄後 24 小時

內向指定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報到。檢察官於簽發執行保護

管束命令時，應通知原移送機關將受刑人先解送至指定之

地方法院檢察署報到；完成報到程序後，移送機關再依檢

察官之指示，將其解送至大陸地區人民○○處理中心收容

                                                 
186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4 條   

外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查驗入國者。  

二、入國後，發現有第十七條禁止入國情形之一者。  

三、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臨時入國者；未依同條第二項規定，遵守所限

定之停留期間、地區或附加條件者。  

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擅離過夜住宿之處所者。  

五、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從事與申請停留、居留目的不符之工作或活動者。  

六、違反第二十八條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賦予應行遵守之事項者。  

七、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於停留或居留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留、居留延期者。  

八、有第三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九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註銷外僑居留證者。  

九、有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或註銷外僑永久居留證者。  
187 法務部，前註 14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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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遣返，在等待遣返期間，檢察官指揮大陸地區人民○

○處理中心執行保護管束，該中心並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相

關規定，將執行情形報告指揮執行之檢察官
188
。 

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進入臺灣地

區之香港或澳門居民，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行為者，治安

機關得逕行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

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該條例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

「所稱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行為者」，係指涉及刑事案

件，經治安機關依檢察官之起訴書、處分書或審判機關之

裁判書等事證認定，對於港澳地區人民之假釋中付保護管

束案件，基於治安之考量，或執行顯有困難，或其欲返回

香港、澳門定居時，自得經檢察官同意後強制出境
189
。 

（二）對外國人之執行 

臺灣地區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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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高法院 84 年（1995）台非字第 195 號判例指出：「刑

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得於

刑之執行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者，應僅限於外國人始

有其適用。倘具有臺灣地區國籍者，縱同時具有外國國

籍，即俗稱擁有雙重國籍之人，若未依國籍法第十一條之

規定，經內政部許可喪失臺灣地區國籍時，則其仍不失為

臺灣地區人民，與一般所謂『外國人』之含義不符，自無

刑法第九十五條規定之適用。」惟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7 條規定：「本法關於外國人之規定，於國民（臺灣地區）

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準用之。」權利與義

務是一體兩面，有權利就有義務，為避免規避法律，臺灣

地區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且在臺灣地

                                                 
188 法務部，前註 140，頁 16－17。 
189 法務部，前註 140，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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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犯罪，基於法理之一貫，應認其為外國人，而有刑法第

95 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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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

執行法第 7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對於外國人保護管束

者，得以驅逐出境代之。」而刑法第 93 條第 2項規定：「假

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刑法第 95 條與保安

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1 第 1 項，雖皆為對外國人之驅逐

出境。但二者驅逐出境之要件不同，前者以刑之執行完畢

或赦免後為要件，後者以驅逐出境代保護管束之案件，須

以先有保護管束為前提要件，然後法院始得斟酌情節諭知

以驅逐出境代之
190
。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83 條之 3規定：「外國少年受轉介

處分、保護處分或緩刑期內交付保護管束者，得以驅逐出

境代之。前項驅逐出境，得由少年調查官或少年保護官，

向少年法院聲請，由司法警察機關執行之。」，上揭條文

雖未規定就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得以驅逐出境代之。惟

查，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少年保護事件及

少年刑事案件之處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律。」再者，外國少年緩刑期內交付保護管束者，

得以驅逐出境代之。依舉輕以明重之法理，則有關少年假

釋付保護管束者，自應適用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1

第 1 項：「對於外國人保護管束者，得以驅逐出境代之。」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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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管束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亦為

社區矯正之一環，保安處分係就犯罪行為人之危險性作特

                                                 
190 最高法院 38 年（1949）臺上字第 14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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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矯正與預防。如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外國人在臺灣地

區居無定所，又未設籍，加以文化、背景不同，語言之隔

閡，更衍生就業、就醫、就養等相關事項，再次製造社會

問題，與行政資源之排擠。基於社會資源與治安之考量，

對外國人之保護管束，執行上顯有困難，自得以驅逐出境

代之。惟有關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仍應視個案之具體情

形分別適用刑法、少年事件處理法或保安處分執行法之規

定。 

裁判一經確定，即發生對內與對外之效力，不論為裁

判之法院或受裁判之當事人，均受其拘束，即為裁判之法

院，非依再審、非常上訴或其他法律規定之特別程序，不

得就同一事實，再為重複之裁判，或撤銷、變更、補充之，

此乃裁判之拘束力、不可變力及執行力。實務上，最高法

院 85 年度台非字第 3 號判決認為：「保安處分執行法第七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所規定，對於外國人保護管束者，得以

驅逐出境代之，乃規定檢察官執行外國人保護管束處分之

職權時，究依原判決宣告之保護管束處分執行，或以驅逐

出境之方式替代執行，係由檢察官依具體狀況，衡情指揮

執行之方法，其是否替代執行，並無須由檢察官聲請法院

裁定之明文規定。」惟查，外國人假釋中付保護管束，雖

得以驅逐出境代之，但保護管束與驅逐出境同為保安處分

之一種，驅逐外國人出境既屬司法權之行使，而非行政權

之行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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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依刑法第 95 條或保安處

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1 第 1 項所為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

皆應聲請法院裁定後始得執行驅逐出境
191
，上揭最高法院

之見解，似與法不合。 

                                                 
191 法務部 88 年（1999）5 月 17 日法 88 保字第 0006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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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就假釋案件之指揮執行，其規定如下： 

一、案件管轄機關 

（一）法律規定由公安機關管轄 

大陸地區刑法第 85 條前段、刑事訴訟法第 217 條第

2 款及監獄法第 33 條第 2款規定，「被假釋的犯罪分子，

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因有關社

區矯正之執行細節及相關程序，刑事訴訟法等法律並未規

定，故公安部為保障刑事訴訟的順利進行和刑事判決、裁

定的嚴格執行，本其權責，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治安

管理處罰條例等法規，於1995年 2月21日令﹝第23號﹞

發布「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利、緩刑、假釋、

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理規定
192
」，對被假釋受刑人的監

督管理，由縣（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負責組織實施。

對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縣（市）公安局、城市

公安分局指定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進行監督考察，受刑

人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原所在單位協

助進行監督。 

（二）嗣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

4 個不相隸屬之部門聯合指示，由地方司法行政機關主導

社區矯正工作，並會同公安機關監督考察受刑人 

按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監獄法皆規定，被假釋的受刑

人，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依立法法第 71 條及第 72 條規

定，相關公部門為執行法律，得依實際需要在其權限範圍

內制定規章。而立法法第 82 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

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力，在各自的權

限範圍內施行。」為避免機關本位主義、執法人員之法律

                                                 
192 http://www.gdga.gov.cn:82/gate/big5/210.76.65.131/gafz/zcgd/t20030911_66123.htm

南奧警察公安法制（查訪時間 2007 年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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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不一，形成各部門規章之間，或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

規章之間可能就法律所規定之同一事項，為不同之規定，

而影響法律之威信與法律平等原則。故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 4 個不相隸屬之部門，

於 2003 年 7 月 10 日以司發[2003]12 號聯合發布「關於

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指示：「司法行政機關要

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

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組織

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

司法所要具體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理工作。」司法部則

依「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於 2004 年 5

月 9 日以司發通[2004]88 號發布「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

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9 條規定：「鄉鎮、街道司法所具體

負責實施社區矯正，依照有關規定，對社區服刑人員實施

管理，會同公安機關對社區服刑人員進行監督、考察。」

其作法靈活、務實。 

大陸地區規定，省（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

和縣（市、區）司法行政機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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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本地區

社區矯正實施情況。鄉鎮、街道司法所具體負責實施社區

矯正，依照有關規定，對社區受刑人員實施管理，會同公

安機關對社區受刑人進行監督、考察。假釋受刑人由其居

住地司法所接收；戶籍所在地與居住地不一致的，戶籍所

在地司法所應當協助、配合居住地司法所開展矯正工作
193
。 

                                                 
193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8條、第 9條、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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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矯正試點地區因人力、財力、物力及社區資源等

因素之考量，除依司法部頒行之「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

工作暫行辦法」規定，設置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負責

指導、監督有關法律、法規和規章的實施外，北京市社區

矯正試點規定，社區矯正適用於具有北京市正式戶口，長

期固定居住在試點區(縣)者
194
為社區矯正的適用範圍，至

於外地審判機關和監獄管理機關判決、裁定或批准的受刑

人，暫不列入試點範圍
195
。上海市社區矯正試點則規定要

在推進上海籍受刑人假釋工作的同時，加大對外省市籍受

刑人的假釋力度，特別要做好司法部確定的京、津、蘇、

浙、魯等社區矯正試點省市籍受刑人的假釋工作
196
。社區

矯正對受刑人的管理採用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為主管

理，戶籍地矯正機構協助管理的制度。人戶分離是指戶籍

地和居住地不屬同一社區社區矯正機構管轄，受刑人不住

在戶籍地滿 3 個月的狀況。居住地是指受刑人離開戶籍地

後連續實際居住時間達 3個月以上的住地。戶籍地社區矯

正機構應當及時向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寄發「人戶分離聯

繫單」（第 3 聯）並要求轉遞有關資料。社區矯正機構收

到聯繫單，應將掌握的情況如實通報對方，逐項詳細填

寫。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留存收到的第 2 聯，將第 3 聯填

妥後於 15 日內回復對方；戶籍地社區矯正機構留存收到

的第 3 聯，將第 2 聯填妥後於 15 日內回復對方。轉遞的

資料包括受刑人在刑期間有關法律文書影本以及社區矯

正期間的矯正資料。對戶籍地發生變化，居住地尚未落實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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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

（一）社區矯正的適用範圍。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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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196 上海監獄推進假釋工作的實施辦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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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刑人，原戶籍地社區矯正機構應當先行管理，待受刑

人居住地落實後，再通知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管理
197
。 

二、執行人員 

大陸地區之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第 1款規定，受刑人被交付執行

刑罰時，應由交付執行的人民法院將有關的法律文書送達監獄或其他

執行機關。以北京市為例，鄉鎮、街道司法所負責實施社區矯正工作，

對假釋出獄之受刑人實施分類、個性化教育之日常管理工作，並會同

公安機關對受刑人進行重點監督、考察。為促進社會和諧，發揮教育

及落實預防犯罪功能，北京市要求各行政區（縣）將社區矯正工作作

為基層平安建設的重要組織部分，並結合社會資源，運用社會力量，

建立政府與社會共同參與之社區矯正體系。各行政區（縣）政府將公

共服務職能採取外包方式，委託社區矯正服務中心，提供社區矯正服

務
198
。基層之司法所必須針對每名受刑人成立專門的矯正小組，指定

責任人，並針對個案之具體情況，擬訂矯正方案。司法所要與有監護

能力的受刑人近親屬或工作單位、居委會簽定監護協定
199
，以督促其

履行對受刑人的監護職責
200
。其矯正小組之人數依需要而定，其成員

包括：司法所官員、監獄警察、社工、社會志願者、社區居委會的幹

部、群眾、樓門組長，矯正對象的鄰居，及家屬，共同組成幫扶網絡
201
。 

三、監禁矯正與社區矯正業務之協調聯繫 

（一）監獄、法院與社區矯正機構之勾稽  

大陸地區監獄（少管所）對人民法院裁定假釋之受刑

人，在上報資料的同時通知市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辦公

室，並在受刑人離開監所前，向固定居住地派出所核實其

居住地址。人民法院對所有裁定假釋的案件，皆提前通知

                                                 
197 上海市關於社區矯正物件人戶分離的管理規定（試行）之一、二。  
198 北京市朝陽區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 2005－2006 年年報，頁 6。 
199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1 條、第 12 條。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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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之

（八）。  
201 北京市朝陽區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2005 至 2006 年年報，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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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辦公室。其目的即在通知社區矯

正單位的預作相關措施因應，以強化假釋之監管工作。 

（二）受刑人應於出獄後 7日內至管轄機關報到 

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監獄、看守所管理機關在被裁定

假釋釋放前，宣讀「社區矯正告知書」，告知受刑人離開

監所之日起 7 日內應到居住地司法所報到，接受社區矯

正，並令其作出書面保證，服從司法所的管理教育，並責

令其在接到裁定後 7 日內持「假釋證明書」到固定居住地

司法所辦理登記手續。監所管理機關當自受刑人離開監所

之日起 7 日內，將受刑人之假釋裁定書（影本），刑事判

決書（影本），出監鑒定表（影本），近 3 年內年度評審鑒

定表，心理評估表和接受社區矯正保證書等相關資料，以

特快專遞的方式寄至受刑人固定居住地所在區（縣）司法

局基層科（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區（縣）司法局基層

科收到資料後，及時將回執以掛號信的方式寄回監獄
202
。 

四、對外國人之執行 

大陸地區刑法第 35 條規定：「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立適用

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獨立適用時，係以判決確定後執行，附加

適用，則以主刑執行完畢後執行
203
。 

參、小結 

一、社區矯正工作應由專責機構為之 

臺灣地區之管轄機關為地方法院檢察署及少年法院，二者皆為司

法機關，司法權的作用大於行政權的作用。惟社區矯正資源的分散、

少年與成年矯正的接軌，有待執政者的整合。大陸地區之管轄機關係

由行政機關牽頭，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由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負責

                                                 
202 北京市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和銜接規定（試行）第 14 條、第 15 條。 
203 李福成（主編）、李淳、郎勝、王尚新（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問答，北京，人民法

院 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53－54；曹子丹、候國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精解，北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年 3 月，頁 36；趙秉志（主編）、於志剛（著），新刑法典拆解

比較與適用，北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 年 4 月，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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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監督社區矯正有關法律、法規和規章的實施，而由司法行政機

關具體負責對受刑人實施管理，並會同公安機關進行監督、考察，行

政權的作用大於司法權的作用。至於大陸地區社區矯正對象的管理採

用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為主管理，戶籍地矯正機構協助管理的制度，

比臺灣地區以戶籍所在地決定管轄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其作法較為務

實。 

二、對受刑人施以務實的管理為社區矯正的核心工作 

大陸地區之社區矯正工作，係由司法機關與社區矯正服務中心結

合執行，雖為策略管理之運用，司法機關之剛性執法，社區矯正服務

中心之柔性輔導，有利於社區矯正工作之推展。惟查，社區矯正服務

中心，形式上雖屬公益性社團法人，採取協議方式，承擔北京市區（縣）

政府委託的社區矯正職能。惟社區矯正服務中心的運作經費及辦公處

所皆由區（縣）政府支應及提供
204
，其服務中心之領導亦由同層級之

司法局副局兼任，故社區矯正服務中心實質上係屬準公部門。此與臺

灣地區假釋付保護管束之執行，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本於監督與輔

導之一體兩面作用，而相輔相成之運作方式不同。又大陸地區規定以

協議方式請受刑人之直系親屬或單位、居委會簽訂監護協定，督促其

履行對受刑人的監護職責，係本於社會參與及落實預防犯罪而設。臺

灣地區規定檢察官得依案件之需要，函請受刑人之親屬、家屬或其他

適當之人協助執行社區矯正工作，雖本於公權力之執行，但對社會參

與之主體，其參與之力度與成效似不如大陸地區以協議方式來得務

實。 

三、統合相關機關推展社區矯正工作，有利維護社會安全 

臺灣地區在受刑人出獄前，觀護人或觀護志工，或其他適當之人

入監認輔制度，有利於受刑人回歸社會；臺灣地區監獄對家庭暴力、

性侵害案件及罹患重病、精神疾病及法定傳染病之假釋出獄受刑人，

在未出獄前，通知相關單位預為因應，而大陸地區對所有案件，監獄、

                                                 
204 前註 20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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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與社區矯正機構之勾稽作業，皆有利於對受刑人之管控，預防其

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全。 

四、對大陸地區人民因假釋出獄之受刑人，宜簡化遣返程序 

臺灣地區對大陸地區人民因犯刑案而假釋出獄之受刑人，仍須解

送至大陸地區人民○○處理中心收容等待遣返，並由處理中心執行保

護管束，其限制假釋出獄受刑人之人身自由與在監執行之受刑人無

異，且易衍生相關困擾，為解決問題，並基於人權與簡化行政程序之

考量，宜改由治安機關或負責遣返之相關機關於大陸地區人民在監執

行時，即決定配合遣返之時機，並經檢察官同意後隨即強制出境，不

必解送至處理中心等待遣返。 

五、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係以防衛社會安全為目的 

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形式上雖非社區矯正之範圍，惟實質上，

其隔離係以防衛一國之社會安全為考量，惟其預防再犯罪與社區矯正

為目的並無不同。執行驅逐出境，則本於主權作用，有時並考量國際

關係而為。兩岸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處分規定相似，皆務實且彈性，

有助於社區居住品質的維護。惟從全球化之觀點，面對地球村的來

臨，防制犯罪為每一個國家的共識，則對外國人之驅逐出境作法，即

有商榷之處。 

 

 

第三節  假釋期間 

 

一、臺灣地區之概況 

臺灣地區刑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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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規定：「假釋中另受刑之執行、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

身自由之期間，不算入假釋期內。但不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前曾

受之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不在此限。」外役監條例

第 16 條規定：「受刑人經縮短應執行之刑期者，其累進處遇或假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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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應以其縮短後之刑期計算之。假釋經撤銷者，回復其縮短前之

刑期。」假釋期間，以出獄日為起算日。有期徒刑之假釋以殘餘刑期

為假釋期間，至於無期徒刑之假釋期間，則為假釋後 20 年。因他罪

宣告之拘役未執行者，應於假釋之日繼續執行。受刑人假釋出獄就本

案另有強制工作尚未執行者，應由監獄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參酌是否

聲請法院裁定免其處分之執行，如仍應執行者，應於假釋期滿後執行

之
205
。受刑人假釋出獄，如果移送軍人監獄執行，或接續執行拘役、

罰金易服勞役，該期間不算入假釋期間。其假釋期間應自受刑人於軍

人監獄，或拘役、罰金易服勞役執行完畢出獄之日起算，並加計上揭

假釋後仍在監執行之期間為其期滿日。 

「假釋」、「保護管束」與「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係屬不同的

法律概念，實務上認為保護管束期間應與假釋期間一致，不適用保安

處分執行法第 75 條及第 76 條規定
206
。惟查，民國 64 年（1975）增

訂保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 其理由謂：「增訂本條明示受保護管束

人在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以為檢察官考慮受保護管束人應否

免除繼續執行或延長其執行之標準
207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5 條規

定：「執行保護管束之期間，已達一年以上者，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

表，並徵詢執行保護管束者之意見，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時，應聲

請法院裁定免除其執行。」同法第 76 條規定：「保護管束期間，執

行已達十分之九，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表，並徵詢執行保護管束者之

意見，認為有繼續執行之必要時，應聲請法院延長之。」同法第 77

條規定：「執行保護管束者，得報請檢察官為前二條之聲請。」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

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從現行法律規定觀之，刑法所稱之假釋，如無保護管束之配套措施，

則假釋將形同空殼，受刑人則毫無拘束散遊社會，社會成處處危機，

                                                 
205 法務部，辦理假釋應行注意事項第 19 點。 
206 法務部，前註 140，頁 55。 
207 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456 號，政府提案第 1425 號，案由：行政院函請審議「保安處

分執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總說明，頁 4。 



 139

故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其保護管束之目的在輔助假釋之執行，原則上

假釋期間即為保護管束期間，惟在保護管束之輔助下，當假釋受刑人

生活已正常，亦無再犯之虞，則保護管束之作用自應抽離，讓受刑人

與一般人無異。惟為確保受刑人不再犯罪，刑法第 78 條同時規定：

「假釋中因故意更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後

六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年者，不在此限。假釋撤銷

後，其出獄日數不算入刑期內。」保安處分執行法為刑法之特別法，

從刑法及保安處分執行法之規定觀之，顯見假釋期間與保護管束期間

並非一致
208
。 

臺灣地區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8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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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保護管束之執

行，準用第三章第二節保護處分之執行之規定。」少年及兒童保護事

件執行辦法第 8條規定：「保護管束處分之執行期間，自少年報到之

日起算，至期間屆滿或免除、撤銷執行之日終止。」少年事件處理法

第 5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保護管束之執行，已逾六月，著有

成效，認無繼續之必要者，或因事實上原因，以不繼續執行為宜者，

少年保護官得檢具事證，聲請少年法院免除其執行。少年、少年之法

定代理人、現在保護少年之人認保護管束之執行有前項情形時，得請

求少年保護官為前項之聲請，除顯無理由外，少年保護官不得拒絕。」

少年事件處理法為刑法之特別法，有關假釋期間自應依少年事件處理

法之規定，則假釋期間與保護管束期間亦非一致。 

二、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刑法第 83 條規定：「有期徒刑的考驗期限，為沒有執行

完畢的刑期；無期徒刑的假釋考驗期限為十年。假釋的考驗期限，從

假釋之日起計算。」故假釋期間即為考驗期限。大陸地區刑法第 78

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在執行期間，如果認

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立功表現的，

                                                 
208 蕭丁苑，「緩刑或假釋期內之保護管束，在執行中得否聲請裁定免除其執行？」之研究，84

年（1995），收錄於法務通訊第 1737 期、第 1738 期，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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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減刑；有下列重大立功表現之一的
209
，應當減刑。則假釋期間可

能因減刑而縮短。減刑以後實際執行的刑期，判處……有期徒刑的，

不能少於原判刑期的 2 分之 1；判處無期徒刑的，不能少於 10 年。

故原則上，大陸地區刑法第 81 條第 1款前段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執行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實際執行十年以上，」之案件，經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裁定假釋者，

在假釋期間，即無減刑的空間。而例外的是，如依刑法第 81 條第 1

款後段規定以：「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則因其執行刑

期不受同條款前段的限制。故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之「關於辦理減刑、

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規定」第 16 條明文：「被假釋的罪

犯，除有特殊情形，一般不得減刑，其假釋考驗期也不能縮短。」其

規定係屬正確。則「上海法院參與社區矯正工作的若干意見」第 14

點前段規定：「被假釋人員在假釋考驗期間，符合減刑條件的，可以

減刑。」之規定，似有未盡周延之處。  

三、小結 

（一）減刑措施有違法律平等原則 

臺灣地區為平衡社會大眾對判處無期徒刑受刑人假

釋出獄之觀感，並加強對受刑人之監管，以維護社會安

全，故其假釋期間較大陸地區為長。惟大陸地區刑法明文

規定，受刑人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

現的，或者有立功表現的，可以減刑，受刑人假釋期間將

因減刑而縮短。臺灣地區減刑法律，散見於 60 年（1971）
                                                 
209 刑法第 78 條    

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行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

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立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下列重大立功表現之一

的，應當減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的； 

    （二）檢舉監獄內外重大犯罪活動，經查證屬實的； 

    （三）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捨己救人的； 

    （五）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 

    （六）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 

    減刑以後實際執行的刑期，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不能少於原判刑期的二分之

一；判處無期徒刑的，不能少於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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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減刑條例、64 年（1975）罪犯減刑條例、77 年（1988）

罪犯減刑條例、80 年（1991）罪犯減刑條例及 96 年（2007）

罪犯減刑條例等規定，其減刑係以紀念開國，或追念總統

仁德愛民之遺志，或紀念解嚴 20 週年，彰顯尊重人權，

給予受刑人悔改向上之機會，促進社會和諧，以示國家慎

刑恤獄之意，而規定某些犯罪應為減刑，故臺灣地區假釋

期間亦因減刑而縮短。大陸地區之假釋、減刑制度，在受

刑人犯罪之前即明文規定於刑法，符合罪刑法定原則，顯

見執政者之慎重態度。反觀臺灣地區之減刑措施每隨執政

者之意為之，以 96 年罪犯減刑條例為例，執政黨閣揆誓

言「努力拼治安」之際，總統卻下達實施所謂「減刑德政」

指示，執政當局一邊抓人，一邊放人的兩手策略，有違政

府應以「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臺灣地區之減刑規定，

係於受刑人犯罪之後，再對特定犯罪另行制定法律作為辦

理減刑之依據，為政治妥協下的產物，雖符合依法行政原

則，但有違法律平等原則。 

（二）主管機關對「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期間應重新定義，以配

合社區矯正之施行 

臺灣地區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二元立法體系，該

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

管束。」惟保安處分執行法定有保護管束免除及延長之規

定，致產生假釋期間與保護管束期間是否一致之爭議，此

因主管機關未能詳究刑法與保安處分執行法之設計緣

由，為配合社區矯正之施行，主管機關應檢討「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之真義，以落實法律訂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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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應遵守之事項 

 

一、臺灣地區之概況 

（一）一般應遵守之事項 

臺灣地區成年假釋付保護管束之一般案件，其應遵守

之事項，受刑人以書面具結。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

之 2 規定，假釋出獄之受刑人應遵守事項包括：保持善良

品行
210
，不得與素行不良之人往還、服從檢察官及執行保

護管束者之命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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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保護管束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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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少年健康成長，本著宜教不宜罰之原則，有

關少年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其應遵守之事項，則依少

年事件處理法第51條及少年保護事件執行辦法第13條等

規定，其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由少年保護官掌理。少年保

護官應告知少年應遵守之事項，並與少年常保接觸，注意

其行動，隨時加以指示。所稱應遵守之事項包括：保持善

良品性，不得與素行不良之人交往、服從少年法院及執行

保護管束者之命令、不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

釁、將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情形報告執行保

護管束者、非經執行保護管束者許可，不得離開受保護管

束地 7日以上、經諭知勞動服務者，應遵照執行保護管束

者之命令，從事勞動服務及其他經少年保護官指定必須遵

守之事項。惟對於違反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

                                                 
210 是否保持善良品行？實務上認為應就具體個案認定，法務部，前註 140，頁 20。 
211 未服從檢察官及執行保護管束者之命令，例如：涉嫌再犯罪，經檢察官通緝、未依檢察官之

指示於指定之日期前往應執行保護管束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或向執行保護管束者報到、核准出

國後，滯留國外，無正當理由，未於指定之期日內返國報到、進入不正當場所、參加不良組

織、賭博、酗酒、攜帶刀械、施用迷幻藥品或毒品等情事。法務部，前註 140，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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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等規定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

件，為強化其監管措施，其應遵守之事項則作不同之規定。 

（二）特別應遵守之事項 

犯下列案件之受刑人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期間，除應

遵守前述一般應遵守之事項外，亦應遵守其他法律規定之

特別事項： 

1、犯家庭暴力罪或違反保護令罪者  

犯家庭暴力罪或違反保護令罪而受假釋之宣告

者，法院在裁判時，得命假釋出獄受刑人在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30 條各款

事項，其規定包括：禁止實施家庭暴力行為、命遷出

被害人之住居所、禁止對被害人為直接或間接之騷

擾、接觸、通話或其他聯絡行為命接受加害人處遇計

畫（戒癮治療、精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治療、輔

導）及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安全或更生

保護之事項。 

2、犯性侵害案件者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犯刑法第 221 條至第

227 條、第 228 條、第 229 條、第 332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334 條第 2款、第 348 條第 2項第 1款及其特

別法之罪而假釋出獄之受刑人，經評估有施以身心治

療輔導之必要，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有於夜間犯罪之

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之虞時，經報請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後，得以電子監控作為受刑

人「指定居住處所」或「宵禁」的輔助措施。在施加

電子監控的同時，並對受刑人實施心理輔導（協助其

自我控制，不會產生強制猥褻的想法），以預防其再

犯。監控設備外觀為腕錶或腳環式，配戴之受刑人可

以予以掩飾，不會造成行動不便或有負面標籤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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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銬外觀，以求在社會安全之外，兼顧受刑人的人性

尊嚴及人權保障。法務部自民國 94 年（2005）12 月

13 日著手建置「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監控

系統」。監控設備包括隨身無線射頻識別器（俗稱電

子手鐶）、居家訊號讀取器，及延展器，配戴者如果

離開監控範圍，即發出文字及語音訊號，傳送到設於

法務部的中央監控系統，經由中央監控系統自動通報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觀護人（檢察官），觀護人利

用電腦隨時掌握假釋出獄受刑人之狀況，以確認其是

否違反居住及宵禁的命令。依「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

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假

釋出獄之受刑人應遵守之事項包括：依指定之時間、

地點接受科技監控設備之裝置、拆除、依指定之時間

及科技設備監控處所住居或活動、依觀護人指示，配

合科技監控設備之訊號，作必要之行為或反應、不得

拒絕觀護人或警察之電話訪談、進入監控處所進行設

備檢查、維修或查訪、不得擅自或故意拆除、損壞、

隱匿或阻斷科技監控設備、不得從事其他影響科技設

備監控之行為。 

3、施用毒品者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10 條施用第 1 級（海洛

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類製品）及第 2 級（罌

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

相類製品）毒品罪而假釋出獄之受刑人，依該條例第

25 條規定，在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執行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

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尿液，無正當理由不到

場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報請檢察官或少年法院 

(地方法院少年法庭) 許可，強制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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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刑法第 84 條規定，假釋出獄之受刑人，應遵守之規定

包括：遵守法律、行政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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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經監督機關批准。惟試點地區上海市另行規定
212
，公

安機關應向假釋出獄之受刑人宣佈「監督管理通知書」，明確其在社

區矯正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包括：遵守法律、行政法規和社區矯正的有

關規定，服從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每月書面報告自己的活動情

況、遵守公安機關關於會客的規定、離開居住地區（縣）7 日以上（含

7 日）的，應當報告司法所（科）；離開本市或者遷居，應報告司法

所（科），並經公安機關批准、定期接受司法所（科）組織的集中教

育和個別教育、有勞動能力的，應按規定參加司法所（科）組織的公

益勞動、附加剝奪政治權利之假釋受刑人還必須遵守相關的規定
213
及

遵守其他具體的監督管理措施。 

三、小結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對受刑人在假釋期間，皆規範其應遵守一定

事項，且受刑人在假釋出獄前，監獄長官應告知假釋期間應遵守之事

項，至管轄機關報到時，並作出書面保證應遵守之事項
214
。臺灣地區

所稱之「保持善良品行」、「服從檢察官及執行保護管束者命令」，與

                                                 
212 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暫行規定第 6條。 
213 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暫行規定第 8條  

被判處剝奪政治權利的社區服刑人員，在社區矯正期間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遵守法律、行政法規和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服從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 
（二）不得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不得組織或者參加集會、遊行、示威、結社活動； 
（四）不得出版、製作、發行書籍、音像製品； 
（五）不得接受採訪，發表演說； 
（六）不得在境內外發表有損國家榮譽、利益或者其他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言論； 
（七）不得擔任國家機關職務； 
（八）不得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領導職務； 
（九）每月接受個別教育不少於一次，並報告活動情況； 
（十）遵守其他具體的監督管理措施。 

214 北京市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和銜接規定（試行）第 9條  

暫予監外執行、假釋罪犯出所前和附加剝奪政治權利罪犯刑滿釋放前，看守所應發給並

向其宣讀《社區矯正告知書》，告知其必須接受社區矯正，服從矯正組織的管理教育，同時令

其做出書面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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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應所稱之「遵守法律、行政法規，服從監督；」之規定相似，

其目的皆為維護社會安全及預防再犯。臺灣地區所稱之「不得與素行

不良之人往還。」與大陸地區所稱之「遵守監督機關關於會客的規定；」

相似，其目的在避免與素行不良之人來往而產生犯罪誘因。臺灣地區

所稱之「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行保

護管束者報告一次。」與大陸地區所稱之「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

自己的活動情況；」相似，其目的在瞭解受刑人的生活情況，協助再

社會化，並預防再犯，顯見兩岸皆以受刑人應遵守事項為社區矯正工

作之前提要件。惟臺灣地區除一般犯罪類型之案件，規範應遵守之事

項外，相關法律更針對家庭暴力、性侵害及毒品等案件，作特別的規

定，依案件個別化原則，更有利案件之分類分級之監督管理。臺灣地

區規定，「不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其目的在維護社

會和諧，大陸地區則無相似規定。本節應遵守之事項，請參閱第五節

監督管理內容。 

 

 

第五節  監督管理 

 

從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對受刑人在假釋期間應遵守事項之規定

來看，其內涵即為假釋出獄受刑人再社會化與防範危害社會而設，故

執法者對假釋之核心工作－「監督管理」之落實，即關係著社會治安

之良窳與假釋出獄者再社會化之成功與否。 

壹、臺灣地區之概況 

一、相關機關之聯繫協調 

臺灣地區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90 條規定，監獄對於假釋出獄

之受刑人，應於其假釋期間內與觀護人密切聯繫，調查其生活狀況。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8 條、第 69 條等規定，觀護人應按月將受刑人之

執行情形，報告檢察官。其有違反應遵守事項時，應列舉事實，立即

報告，以貫徹假釋係以受刑人保持善良品行為條件之社區矯正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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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認有違反第 74 條之 2 各款情形之一時，應即通知原執行監獄

之典獄長。受刑人如逃匿、死亡、復犯他罪或應召服役時，觀護人應

立即簽報檢察官，為適當之處置。受刑人如有家庭暴力之犯罪嫌疑

時，觀護人應通報當地家庭暴力防治中心。對於性侵害犯罪案件，受

刑人行蹤不明或其檔案資料不完整者，或為辦理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之需要，性侵害防治中心得函請執行保護管束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協助

處理。檢察官偵查犯罪，知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係受刑人身分，且犯

罪在假釋期間，應即通知執行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觀護人處理。至於少

年部分，少年法院（庭）處理少年事件，於裁判後應將裁判書正本分

送原移送之警察機關；非警察機關移送者，應分送該少年住居地之警

察機關。少年法院（庭）將少年交付警察機關以外之機構、社會團體

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管束時，應通知該少年住居地之警察機關
215
。 

二、限制異動 

（一）離開住居地之核准 

臺灣地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9

款規定：「國民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執行未畢

者，……」、「依其他法律限制或禁止出國者」，應不予許

可或禁止其出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既為刑之執行

階段之一，即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1項第 1款及

第 9 款規定，應不予許可或禁止其出國。保安處分執行法

第 74 條之 2 第 5 款規定，受刑人「非經執行保護管束者

許可，不得離開受保護管束地；離開在十日以上時，應經

檢察官核准。」少年及兒童保護事件執行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非經執行保護管束者許可，不得離開

受保護管束地七日以上。」為掌握假釋出獄受刑人（少年）

的動態，所稱受保護管束地，依文義解釋，應指該管地方

法院檢察署或地方法院（少年法院）之轄區而言。惟臺灣

                                                 
215 內政部、法務部、教育部聯合發布「少年不良行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 7條、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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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環境狹隘，例如以臺北地區而言，有臺北、士林及板

橋等 3 個地方法院檢察署（地方法院），受刑人因就業、

就學、就醫等生活動態來看，可能每天皆須奔波於 2、3

個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轄區，故所稱非經執行保護管束者許

可，不得離開受保護管束地，宜就具體個案認定並為適當

之處理，以符合社區矯正之本意，並落實便民與行政效能

原則。 

刑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

者，適用之。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

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論。」所稱中華民國

領域，係規範我國刑法在空間上之效力，亦即將我國之船

艦或航空機視為主權之延伸，故不問船、機上之犯罪行

為，皆有我國刑法之適用；而入出國及移民法所指出國（出

境）、入國（入境）之「國境」，則指「地理上」之國境，

兩者範圍不同。不能因國民搭乘我國籍之船、機抵達境外

某國，在下船或下機前均謂其仍在國內尚未出境。故假釋

中受刑人有無出國，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對國境

之定義認定，不宜比附援引刑法上中華民國領域之規定。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為社區生活之一環，為促進受刑人

之新生，受刑人在假釋期間雖禁止其出國，惟如有正當理

由，自得斟酌具體個案，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

第 5 款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2項規定，受刑人得經

指揮執行之檢察署檢察官或少年法院法官核准出國。核准

受刑人出國時，應參酌個案之具體情狀，指定其出國期間

應遵守之事項及應返國之時間，命其遵守。惟具有漁民身

分之受刑人，擬離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轄區而在我國領

海捕漁，或如外國人或香港、澳門居民、臺灣地區無戶籍

國民或大陸地區之受刑人未受強制出境或強制出國處

分，而已在臺設籍，領有臺灣地區之國民身分證，且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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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家庭，基於人倫之考量亦無危害社會公安之虞者，僅

欲返其本國探親，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 第 5 款

規定，以一般聲請出國方式，應由檢察官核准
216
或由少年

法院之少年保護官許可。臺灣地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新收

執行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皆逐案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及轄區戶政事務所

分別限制受刑人在假釋期間出境（出海）及戶籍異動。受

刑人經檢察官核准遷移住居所者，在假釋期間內，該管檢

察官仍須函請新遷入之該管戶政事務所繼續限制戶籍異

動。受刑人於假釋期間更改姓名或假釋期間變更，為依法

行政並加強監管，檢察官在換發指揮書，同時函知內政部

移民署、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資料科、執行監獄及戶政等相關單位列管。 

臺灣地區成年受刑人入伍服役，其保護管束仍由戶籍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執行。執行保護管束之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填發執行保護管束指揮書，並附具執行保護

管束情況報告表，囑託其管轄之地方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檢

察署觀護人、所屬軍事機關長官或其他適當之人執行。受

刑人在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屆滿前退伍者，觀護人應逕即

繼續執行保護管束。而少年應徵集、志願入營服役或入軍

事學校就讀時，除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

認為以不繼續執行為宜者外，少年法院得交由其服役部隊

或就讀學校之長官執行之。但退役離營或離校時，原保護

管束期間尚未屆滿，又無免除執行之事由者，應由原少年

法院繼續執行。少年法院如認執行者不宜執行時，得另行

指定執行保護管束者。 

（二）住居所遷移之核准 

                                                 
216 法務部，前註 140，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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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9 條之 1 規定，受刑人

住、居所遷移時，應報經觀護人轉請檢察官核准。檢察官

准予住、居所遷移，應將執行書類及執行情形，函請遷入

地區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另行指定執行者，繼

續執行未了期間之假釋付保護管束。所稱「遷移」，非僅

指「戶籍」之遷徙登記，故倘事實上已遷移住居所，但未

報經檢察官核准，縱其並未辦理戶籍之遷徙登記，應認為

已違反該條之規定，觀護人知悉時，應報請檢察官依法處

理。至受刑人假釋出獄拒不辦理遷徙登記，戶政主管機關

擬依戶籍法規定，逕行變更戶籍遷徙登記，並無報經檢察

官核准之必要。但戶政主管機關應副知執行之地方法院檢

察署
217
。 

對於性侵害案件，地方法院檢察署核准受刑人戶籍遷

移時，應副知其原戶籍所在地之性侵害防治中心。檢察官

為准駁時，應速以書面通知受刑人。經核准遷移住所至他

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轄區者，於簽准後 15 日內辦妥遷移手

續後，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2 份，並備妥戶口名簿原本，

以供核對。以 1 份持向原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辦理函請

遷入地區之地方法院檢察署繼續執行未了期間之保護管

束。受刑人自收到報到命令後 7 日內，持另 1份連同命令

向遷入地區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辦理報到手續。如受刑

人未於期限內報到，為避免其僥倖心態，遷入地區之該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應即檢卷退還原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依法辦理。惟如受刑人已向遷入地區之該地方法院檢察署

辦理報到手續，而嗣後未繼續報到，下落不明，或有違反

其他應遵守事項之情形，則由遷入地區之該管地方法院檢

察署依法處理。遷入地區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於接獲囑

                                                 
217 法務部，前註 140，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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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執行函卷後，應即製作執行指揮書，送分案室分案後，

交觀護人執行，並副知原執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218
。至於

少年部分，依少年及兒童保護事件執行辦法第 15 條規

定：「少年於保護管束及勞動服務處分執行中，遷往他少

年法院管轄區域者，原少年法院得檢送有關資料，移轉該

少年住居所或所在地之少年法院繼續執行。」 

三、日常生活管理 

臺灣地區少年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分別結合、運用職業訓練機

關、宗教、救濟、慈善、公益、少年志工、更生保護、觀護志工等團

體及教育、文化、工商等社會資源，建立觀護輔導網絡，以發揮社區

矯正之功能。為督促受刑人順利回歸社會，執法者除掌握受刑人之家

庭、工作、交友等情形與需要，積極輔導、協助其就業、就學、就醫

或就養，並經常與受刑人保持聯繫外，並擴大輔導層面，對於影響個

案之家人及親朋，一併予以輔導，實施家庭協談及環境調整輔導，以

建立社會安全網。對新收案件，觀護人蒐集受刑人之身心狀況、家庭

背景、工作、社交、犯罪史、及其執行情形等資料，並以電腦為工作

平臺，建立刑事個案完整資料，以利監管並預防其再犯，即為社區矯

正之基礎工作。觀護人於約談或訪視受刑人 2次後 3個月內，就個案

問題類型進行分析，並擬訂分類分級矯正措施，嗣後至少每半年檢討

修正 1次；惟必要時，得視情況調整相關措施。對家庭暴力案件，得

協調當地家庭暴力防治中心就個案具體情形，共同擬訂戒癮治療、精

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治療、輔導，並注意被害人安全及協助接受

診療等問題。對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應就個案具體情形，協

調當地性侵害防治中心擬訂實施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等措施。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 條規定：「為保障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調

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同法第 51 條規定，

少年保護官應與少年之法定代理人或現在保護少年之人為必要之洽

                                                 
218 法務部，前註 140，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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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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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即強調少

年社區矯正應以輔導為核心工作。保護管束處分交由適當之福利或教

養機構、慈善團體、少年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行時，應由少

年保護官指導，並與各該執行者共同擬訂輔導計畫，及隨時保持聯

繫。少年於假釋付保護管束及勞動服務處分執行中，遷往他少年法院

管轄區域者，原少年法院得檢送有關資料，移轉該少年住居所或所在

地之少年法院繼續執行。 

四、社區預警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制定「性侵害犯罪受刑人登記報

到及查閱辦法」規定，性侵害犯罪受刑人假釋出獄應至其戶籍所在地

警察局辦理登記，辦理登記時，應當面告知並以書面通知受刑人，自

登記日起每 6 個月向戶籍所在地警察分局報到。受刑人戶籍所在地警

察分局於受刑人報到後，應以書面通知下次報到期日、地點及其他應

配合事項。受刑人於預定報到期日前，原登記資料發生異動，應即前

往指定報到之警察分局，辦理異動登記。受刑人戶籍所在地、居所地、

工作地、就學地不同時，其戶籍所在地警察分局於受刑人報到後，得

依職權或申請，變更受理報到之管轄警察分局。受理受刑人報到之該

管警察分局辦理前項移轉管轄時，應於通知書內載明，並副知接受移

轉管轄之警察分局。惟查，受刑人為生活間有奔波於戶籍所在地、居

所地、工作地或就學地，上揭規定「受刑人戶籍所在地、居所地、工

作地、就學地不同時，其戶籍所在地警察分局，得依職權或申請，變

更受理報到之管轄警察分局」，其作法容易發生脫管或漏管之現象，

且形成互推責任之情事，為強化監管，似可參考大陸地區採用受刑人

居住地之警察分局為主管理，戶籍地警察分局協助管理的方式，或戶

籍地之警察分局為主管理，居住地警察分局協助管理的方式，以落實

社區矯正之目的。 

依「性侵害犯罪受刑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規定，各級公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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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因僱用專職、兼職人員

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認有必要時，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

害犯罪受刑人登記資料。上揭規定僅就性侵害案作特別規定，其消極

規定雖有社區預警的性質，惟其規定尚須相關學校或人員始得申請查

閱，對公共安全之維護似嫌不足。基於維護社會安全之考量，正確的

作法，除由公私立學校、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申請

查閱外，另一方面，該管警察分局應主動秘密查核其僱用人員，以兼

顧受刑人及公共安全。 

五、報到 

臺灣地區之成年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觀護人於假釋出獄之受刑人

報到時，除應告知其應遵守事項、違反此等事項所發生之效果，命其

填具切結書、在下次報到期日前，至戶籍所在地派出所報到，且須於

下次報到時繳交回執單外，並隨機宣導法律知識，發給假釋出獄之受

刑人報到手冊。完成報到手續，觀護人應立即報告檢察官。少年假釋

付保護管束，由執行法官通知少年及其監護人（家長）於指定之期日

至法院報到，少年保護官除應告知少年假釋付保護管束之意義、期

間、應遵守事項、獎懲、生活公約等規定，命其填具切結書，並指定

下次報到日期。少年保護官亦應告知少年之監護人（家長）上揭事項，

並說明在保護管束期間如何管教子女及配合法院督促少年確實遵守

規定。少年無正當理由未依指定日期報到，經少年保護官限期通知其

報到，屆期仍不報到者，少年保護官得前往受執行少年住居所查訪，

或報請少年法院法官簽發同行書，強制其到場；其有協尋之必要者，

並應報請協尋。 

六、約談 

臺灣地區執行保護管束者每月至少訪視或約談受刑人 1次，並視

個案需要，輔以電話查詢、運用觀護志工就近輔導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加強輔導。訪視或約談時，詳細紀錄完整之輔導過程、內容及成效，

以適時修正輔導計畫。約談時，得輔以心理測驗、人格性向測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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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測驗、精神狀況鑑定、再犯預測等工具，以協助受刑人新生及預防

其犯罪。另一方面，受刑人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

每月至少向執行保護管束者報告 1 次。所謂「報告」，包括書面報告

在內。執行保護管束者發現受刑人之生活動態等事項有違常現象時，

除應主動查處外，得增加其每月之報告次數。受刑人未於指定日期報

到，執行保護管束者應予告誡或命受刑人另於指定之日期報到。另依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1 條規定，執行保護者與受保護之少年接談時，

應選擇適當之處所為之。少年法院、少年保護官及其他執行保護管束

者，應督促少年之法定代理人或現在保護少年之人善盡親職教育之

責。少年除定期約談外，如因家庭發生變故、或少年在家庭、學校、

社區遭遇困難等事由，執行保護管束者，應於適當之時機約談，並為

必要之輔導。 

七、訪視 

臺灣地區為瞭解受刑人（少年）之日常生活，並就受刑人於約談

時所陳述之事項，為必要之查證，執行保護管束者前往受刑人之住所

及工作場所，進行觀察、訪談時，適時協助受刑人建立家庭支持系統，

宣導預防犯罪。訪視工作場所時，在不影響受刑人工作情況下，得與

職場人員訪談，以瞭解其工作情形；並共同關懷與督促。發現受刑人

有再犯罪之虞，觀護人應簽請檢察官處理或通知警察機關，以為損害

控管
219
。又為彌補少年家庭訪視之不足，或確有瞭解少年在學動態之

必要，執行保護管束者至學校訪視時應保持其隱密性，以維護少年之

自尊心
220
。 

八、輔導、諮商、法治教育、技能訓練及公益勞動 

臺灣地區執行保護管束者除於約談、訪視受刑人時，針對個案之

情形，適時為心理輔導、諮商或宣導有關法律知識外，地方法院檢察

署並定期舉辦團體之輔導、諮商及法治教育活動，以強化受刑人之心

理建設及守法觀念。觀護人除切實掌握受刑人之生活狀況，經常與受

                                                 
219 法務部，前註 140，頁 27－28。 
220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少年觀護實務手冊，臺北，1900 年 6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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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及其家屬或親友保持聯繫外，並依個案之需要，積極結合運用職

業訓練機關、宗教、救濟、慈善、公益、更生保護等團體及教育、文

化、工商各界等資源，為適當之輔導與協助。至於少年部分，執行保

護管束應依少年個別情狀告知其應遵守之事項，輔導其行為或就學、

就醫、就業、就養及改善環境等事項，並應將輔導內容詳為記錄。少

年法院執行保護管束認有必要時，得洽請少年及兒童福利主管機關為

必要之協助。少年之輔導，則斟酌個案之具體情形，為個別輔導或集

體輔導。所稱個別輔導，係注重個別差異、避免感染惡習，而以 1 對

1 之方式輔導；團體輔導，係藉團體正面影響力以指導個人的方式，

團體構成分子為達團體的目標而努力，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以滿足個人

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培養社會性、發展情緒、態度、興趣、知識、技

能及學習社會性規範
221
。 

九、分類分級管理、監督 

（一）依案件之性質分 4 種 3 級監管 

臺灣地區對少年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本其宜教不宜

罰的原則，其監督方式，主要是與少年常保接觸及注意其

行動，發現問題隨時加以指正。至於成年假釋中付保護管

束案件，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保護管

束，應按其情形交由受刑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

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

當之人執行之。」所稱「應按其情形交由……適當之人執

行。」即個案之矯正除依法行政外，更應依案件個別化及

分類分級矯正原則為之，以提升行政效能，並落實法律目

的。為強化對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之監管，依案件之性質

分為「毒品類」、「性侵害及家庭暴力類」、「暴力類」及「一

般類」4 種類型，各類案件並依其「再犯危險性及社會危

害性」分為高度危險、中度危險、低度危險 3 級。至於有

                                                 
22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前註 225，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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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分類分級之判定標準及相對應之監督輔導矯正措施，則

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自行決定。對於高度危險之受刑人（即

核心個案），採複數監督方式與密集觀護措施，除由觀護人

對受刑人施以高密度之約談及訪視，並確實掌握其家庭、

親屬、朋友、僱主、工作同事及鄰裏關係等資訊，以適時

輔以監督輔導手段外；觀護人並命受刑人於至地方法院檢

察署第 1 次報到後 6 個月內，每月至少報到 2 次，且觀護

人應不定期以電話查訪其行蹤，對於約談內容須為必要之

查證。對於中度、低度危險之受刑人，由觀護人或運用觀

護志工進行不定期訪視。對於低度危險之受刑人，則囑託

觀護志工或適當之人協助執行。觀護人每半年應依個案之

執行情形，檢討、調整矯正計畫。必要時，得適時調整矯

正計畫
222
。 

（二）對特定犯罪之複數監督與密集觀護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所

列曾犯殺人、強盜、搶奪、常業竊盜、放火、性侵害、恐

嚇取財、擄人勒贖、組織犯罪、受毒品戒治人或曾犯製造、

運輸、販賣、持有毒品或槍砲彈藥之罪，以及累、再犯、

惡性重大或有犯罪習慣或假釋殘刑在 10 年以上、或精神病

患、植物人、智能不足或行動不便或罹患法定傳染病之受

刑人，經觀護人依案件分類分級評估結果，認為需加強監

管者，報請檢察官依個案具體情形，協調警察機關、精神

醫療機構、公益、慈善團體及觀護志工等適當之人，輔助

觀護人執行，其執行之主體及人數，由檢察官依案情需要

實施複數監督，並採行密集觀護措施。警察機關配合採行

複數監督之受刑人第 1 次至地方法院檢察署報到時，由觀

護人發給至警察局之報到單，命受刑人於指定期間交警勤

                                                 
222 法務部 93 年（2004）7 月 14 日法保字第 0931001002 號函、法務部 94 年（2005）5 月 17 日

法保字第 094100058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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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警察蓋章後，再於第 2次報到時繳回觀護人。對上揭列

管之個案，警察機關應定期派員查訪受刑人或其家屬。必

要時，觀護人得聯繫警察機關派員施以不定期查訪，或與

該管警勤區警察會商後調整複數監督措施，或指定假日報

到或增加報到次數，並輔以法治教育、不定期訪視及心理

輔導、密集尿液採驗等措施，以強化監督及管理效果
223
。 

（三）對犯性侵害者之特別監管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規定，制定「性侵害犯罪

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

加害人測謊實施辦法」、「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

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

人採驗尿液實施辦法」等相關監管配套措施。為強化對犯

性侵害假釋案件之監管，推動以觀護系統為主軸之性侵害

犯罪人監督輔導網絡，觀護人以專股或專組承辦性侵害案

件，以強化行政監管效能。並加強對犯性侵害案件受刑人

之監管措施，包括：對受刑人之登記列管、定期報到及相

關團體、人員之查閱；觀護人經綜合保護管束執行情形、

矯正機關、性侵害防治中心評估、治療等相關資料，對於

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或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

或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有於夜間犯罪之習性，或需加強

輔導時，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禁止受刑人接近

特定場所或對象，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或命其接受採

驗尿液，或施以宵禁，或協調警察機關派員定期或不定期

查訪。 

觀護人經綜合保護管束執行情形、矯正機關、性侵害

防治中心評估、治療等相關資料，認有對受刑人實施測謊

之必要者，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在一定期間

                                                 
223 法務部，前註 140，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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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施以定期或不定期測謊；由檢察官、觀護人、管區警察、

性侵害防治中心、身心治療輔導人員組成「社區監督輔導

小組」，並召開社區監督輔導會議，依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

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規定，以「再犯率（再犯

危險評估）」作為是否實施電子科技設備監控之衡量指標，

其評估係由地方法院檢察署運用再犯危險評估量表予以分

級，對中、高危險者列為核心個案，再參酌社區監督輔導

小組之意見後，由觀護人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

在一定期間內施以科技設備監控，或為其他必要之監管措

施。 

（四）對施用毒品者之特別監管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10 條施用毒品罪而假釋出獄

之受刑人，警察機關或觀護人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

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尿液，無正當

理由不到場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報請檢察官或少年法

院 (地方法院少年法庭) 許可，強制採驗。另一方面，加

強訪視、約談及輔導、監督等工作，對於出獄後 1 年內之

個案，則施予密集之尿液採驗，或轉介至戒毒機構或輔導

所戒毒，以強化其戒毒成效。 

貳、大陸地區之概況 

一、相關機關之聯繫協調 

（一）為落實社區矯正工作，中央令示統合相關單位配合執行 

大陸地區刑事訴訟法第 7 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

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行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

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行法律。」警察法第

6 條第 11 項、第 13 項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按照職

責分工，對假釋出獄受刑人實行監督、考察、指導和監督

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重點建設工程的治

安保衛工作，指導治安保衛委員會等群眾性組織的治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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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工作。刑法第 85 條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 217 條第 2 款

規定：「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

機關予以監督。」惟在實務上，對受刑人之社區矯正工作

由試點地區之司法行政機關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

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公安機關則配合司法行政

機關加強對受刑人的監督考察。對違反監督、考察規定的

受刑人，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必要的措施；對重新犯罪的受

刑人，及時依法處理。惟司法行政機關亦與人民法院、人

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密切配合，遵循黨委政府統一領導，

社會力量廣泛參與的原則，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的作用，

積極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並加強對受刑人的管理和監督，

以確保刑罰的順利實施
224
，其務實作法，有利社區矯正工

作之推動。 

（二）監獄警察支援社區矯正工作 

大陸地區北京市為強化社區矯正工作的力道，人民法

院、監獄管理機關和公安機關、看守所要在相關法律文書

生效後 7日內，將法律文書和執行通知書送達受刑人長期

固定居住地的司法所，並移交相關資料
225
。假釋受刑人出

監所後，監所自受刑人出所之日起 7日內應將有關文書資

料以特快專遞的方式寄至受刑人固定居住地所在區（縣）

司法局基層科。區（縣）司法局基層科收到資料後，應及

時將回執以掛號信的方式寄回看守所。假釋受刑人送達的

文書資料內容包括：假釋裁定書（影本），刑事判決書（影

本），受刑人在看守所服刑期間的改造表現資料和接受社

區矯正保證書等
226
。為接軌假釋出獄受刑人之矯正工作，

北京市司法局抽調監獄、勞教警察參加社區矯正工作，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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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3條。 
225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0 條。 
226 北京市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和銜接規定（試行）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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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司法所的領導下專職負責受刑人的管理、監督、

矯正等事務。抽調警察受市司法局、所在區（縣）司法局

領導，行政隸屬關係屬於市監獄管理局和市勞教工作管理

局，人民警察身份不變，市司法局負責抽調警察的整體管

理和相關協調工作。區（縣）司法局、司法所負責抽調警

察的日常管理教育，並為保證其正常工作提供相應保障。

抽調警察在接收工作中及對受刑人採取強制措施以及其

他需要著裝的情況時，應著警服。遇突發情況，抽調警察

應到崗到位，協助公安機關對重新違法犯罪的社區服刑人

員予以依法處理，協助公安機關抓捕脫逃監控的受刑人。

抽調幹警必須聽從所在區（縣）司法局指揮，服從命令，

接受監督
227
。 

（三）司法行政機關與公安機關之聯合推展作業 

司法行政機關對拒不服從管理教育、情節嚴重，或有

重新犯罪嫌疑的受刑人，及時提請公安機關依法處理。縣

（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指定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進行監督考察，而受刑人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員會、村民委

員會
228
、或原所在單位及社區矯正工作者協助進行監督。

對受刑人的重點管理，採監督管理責任制，組成監督考察

小組，及時建立被監督管理罪犯檔案，並制定和落實監督

管理的具體措施。公安機關應當向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和監獄管理機關及時通報受刑人的監督管理情況；並定期

向受刑人原所在單位或者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員會、村民

委員會瞭解其表現情況，建立考察檔案。假釋期滿，受刑

人在假釋期間未再犯罪，即認為原判刑罰已經執行完畢，

                                                 
227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監獄勞教幹警崗位職責（試行）第 2條、第 5條、第 7條，

http://www.bjsf.gov.cn/zcfg/bjssfxgfg/t20051024_121344.htm，北京市司法行政網（查

訪時間，2007 年 5 月 4日）。 
228 依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第 18 條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第 26 條等規定，居

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的任務包括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及協助有關部門，對被依法剝奪政治

權利的村民進行教育、幫助和監督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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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機關應當向本人宣佈並通報原裁定人民法院和受刑

人原關押的監獄。受刑人在假釋期間死亡的，公安機關應

及時通報原判人民法院和原關押監獄
229
。 

（四）公安派出所與街道社區矯正工作小組之聯繫制度 

公安派出所在社區矯正工作中負責受刑人執行開始

（期滿）的宣佈、遷居的審核、減刑及撤銷假釋等事項。

公安派出所建立與街道社區矯正工作小組的聯繫制度，確

定 1 名民警為社區矯正工作聯絡員，定期向社區矯正工作

小組瞭解受刑人的執行情況，協助管段民警做好有關法律

文書的製作和轉遞工作。受刑人回到社區後，公安派出所

應於放回當日，向其宣佈「監督管理通知書」，明確其假

釋期間必須遵守的有關規定，並告知由社區矯正工作小組

負責日常監督教育。宣佈時應通知社區矯正小組人員、受

刑人之家屬、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員會幹部或居民代表到

場。公安派出所應建立監管受刑人檔案，並將其基本資料

登入治安資訊系統派出所應用平臺。此與臺灣地區警察職

權行使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辦法
230
」，對特定犯罪人於刑執行完畢、感訓處分執行完

畢、流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後 3年內應定期或不定期查

訪之規定相似。大陸地區假釋期滿後，該管民警應及時將

其轉為重點人口列管。在假釋期間發現受刑人有違法犯罪

嫌疑，公安派出所管段民警根據具體個案情形，及時查證

並予以控制。 

二、限制異動 

（一）離開住居地之核准 

大陸地區刑法第 84 條第 4項規定，受刑人離開所居

                                                 
229 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利、緩刑、假釋、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理規定第 1條至第 3

條。 
230 內政部 92 年 1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20078300 號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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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報經監督機關批准。以上海市社

區矯正工作為例，公安機關接到法院假釋裁定之通知，即

對受刑人建檔列管。受刑人離開居住地區（縣）7日以上

（含 7日）的，應報告司法所（科）；離開本市或遷居，

應當報告司法所（科），並經公安機關批准。需要離開所

居住區域者，必須經公安機關批准，取得外出證明。到達

和離開目的地時，必須向當地公安派出所報告，並由目的

地公安派出所在外出證明上註明往返時間及表現情況。返

回執行地時，必須立即報告並將證明交回公安機關。依公

民出境入境管理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大陸地區公民因私

事出境，應向戶口所在地的市、縣公安機關提出申請。惟

依該法第 8 條第 3項規定，「被判處刑罰正在服刑的，」

公安機關不批准出境。假釋為刑罰執行階段之一，假釋出

獄之受刑人依規定即不得出境。大陸地區對戶口遷移及出

境管制，對受刑人之監管較為嚴謹，且符合行政效率與效

能原則。 

（二）住居所遷移之核准 

大陸地區戶口登記條例第 3 條及第 14 條規定，戶口

登記工作，由各級公安機關主管。城市和設有公安派出所

的鎮，以公安派出所管轄區為戶口管轄區；鄉和不設公安

派出所的鎮，以鄉、鎮管轄區為戶口管轄區，鄉、鎮人民

委員會和公安派出所為戶口登記機關。受刑人遷移戶口

時，必須經過戶口登記機關轉報縣、市、市轄區人民法院

或公安機關批准，才可以辦理遷出登記；到達遷入地後，

應立即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遷入登記。大陸地區受刑人需

要遷居，公安派出所應瞭解遷居理由和遷居地址，進行審

核後報分縣局審批。經分縣局批准後，原執行地公安派出

所及時通知社區矯正工作小組和遷入地公安派出所，轉遞

有關法律資料影本及受刑人之執行情況；受刑人戶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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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出，有關檔案材料應於 1個月內轉遞。遷入地公安派出

所負責繼續對受刑人的監督，同時應及時通知社區矯正工

作小組，落實日常社區矯正工作
231
。 

三、日常生活管理 

大陸地區北京市對受刑人之日常生活管理、教育工作，由基層之

鄉鎮、街道司法所之警察負責，鄉鎮、街道司法所除對每一個受刑人

成立專門的矯正小組，指定責任人，並針其具體情況，制定矯正方案

外，並與有監護能力的受刑人近親屬或工作單位、居委會簽定監護協

定。同時責令受刑人嚴格遵守法律法規和社區矯正組織規定的彙報、

請銷假、遷居、參加相關活動等制度
232
。北京市矯正機構對受刑人的

管理策略，係以司法助理員、警察、社區民警、志願工作者等人員每

月定期至受刑人住所走訪，以強化受刑人之身分意識，並適時以口頭

或書面告知應遵守之規定。而受刑人住所地區之樓長、門長、組長（共

產黨員 3人以上即可組成 1組）則注意受刑人之生活動態，以構建綿

密的監管網絡。司法所對受刑人實施分類管理、個性化教育，建立記

分考核制度，並會同公安機關對重點進行監督、考察及考核，根據考

核結果實施獎懲。司法所依受刑人犯罪原因、犯罪類型、危害程度、

悔罪表現、家庭及社會關係等情況，進行綜合分析，擬定教育改造計

畫，並根據矯正效果和需要，適時調整相關措施。逐一建立個案檔案，

對每一個案之執行過程皆詳細登記。 

四、社區預警 

大陸地區公安機關根據人民法院的裁定，對所有假釋案件，皆以

社區預警方式，向假釋出獄之受刑人原所在單位或住地的群眾，宣佈

其犯罪事實、考察期限，以及考驗期間必須遵守的規定。其目的在建

立社會安全防線，由社區人民共同監督受刑人，以預防其危害社區安

全，真正符合假釋為附條件，並以公共安全為前提之社區矯正制度。

                                                 
231 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利、緩刑、假釋、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理規定第 11 條、上

海市公安派出所社區矯正工作規範（試行）之（六）。 
232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1 條至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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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此舉無異形成標籤作用，對受刑人而言，可能

面對社區居民的排斥，直接影響其工作，但亦間接形成受刑人的心理

負向作用，為日後埋下危害社區的隱患。因此，如何平衡受刑人的新

生與公共安全之維護，勢將成為假釋制度之核心工作。 

五、報到 

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監獄管理機關和公安機關看守所要在受刑人

假釋出獄前，以書面形式明確要求其必須接受社區矯正，服從司法所

的管理教育，並責令其在接到裁定後 7 日內到固定居住地司法所辦理

登記手續
233
。司法所接收假釋出獄之受刑人後，應予以登記，並建立

檔案，對其進行談話教育，告知受刑人在接受社區矯正期間，人格不

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不受侵犯，享有辯護、申訴、控告、檢

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的權利，並遵守國家法律、法規、規章和社

區矯正有關規定，服從管理，接受教育，按照規定參加公益勞動等義

務
234
。上海市之社區矯正，假釋出獄受刑人回到社區當日，公安派出

所應向其宣佈「監督管理通知書」，明確其在執行期間必須遵守的有

關規定，並告知由社區矯正工作小組負責日常監管教育。宣佈時應通

知社區矯正工作小組人員、受刑人家屬、居住地居委幹部或居民代表

到場。社區矯治工作小組應定期向地區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通報工

作情況，以取得支援和配合。社區矯治工作小組對每名受刑人建立、

填寫「社區矯治工作記錄簿」，並根據受刑人的情況輔以 1 名適當之

社區矯治志願者參加矯治工作。另一方面，公安派出所並建立監管檔

案，將受刑人基本資訊登記入治安資訊系統派出所應用平臺。受刑人

回到社區後，社區矯治工作小組應即時找其談話，並邀請家屬參加，

向受刑人發放「社區受刑人指南」，告知其權利、義務，明確社區矯

治執行中的獎懲辦法、日常管理、公益勞動和教育學習等規定
235
。 

六、約談 

                                                 
233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9條、北京市社區矯正對象接收工作和銜接規定（試

行）第 10 條、第 14 條。 
234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21 條。  
235 上海市公安派出所社區矯正工作規範（試行）第 3點之 1、第 4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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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刑法第 84 條規定，假釋出獄之受刑人應按照監督機關

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司法所警察從接收、個別談話、心理測

試、家訪、查閱檔案、社區調查等途徑，全面、準確掌握受刑人的動

態，協助司法所定期對受刑人進行調查，確定應重點監管對象，並研

擬對策。於個別談話時，對受刑人進行個別教育。每月或適時對受刑

人進行思想分析，並根據分析的情況施以教育改造。每季對受刑人進

行 1 次考核鑒定；根據具體情況變化，對矯正個案及時調整相關措施
236
。 

七、訪視 

大陸地區主動開展個別思想教育活動，每月對受刑人至少進行個

別訪談 2次。司法所之抽調警察對受刑人進行走訪和社會調查，並根

據情況變化，隨時調整矯正措施。由於抽調警察具有司法警察的身

分，必要時得身著制服訪談，以強化對不服管教的受刑人之管理。 

八、輔導、諮商、法治教育、技能訓練及公益勞動 

大陸地區司法局（司法所）協調有關部門和單位，為受刑人提供

職業培訓和就業指導，為符合條件的受刑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組織

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社區矯正工作志願者，對受刑人進行思想、

法制和道德等多樣化的集中教育和個別教育，教育措施採用培訓、講

座、參觀、參加社會活動等形式，對受刑人進行認罪服法、政策形勢、

法律、公民道德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教育。並透過受刑人的親屬加強

對受刑人的教育，矯正其不良心理和行為，促使其成為守法公民；對

於受到日常行為處分的受刑人，則從嚴管理；會同公安機關對受刑人

進行訓誡教育。司法局（司法所）每半年舉辦受刑人之技能培訓，幫

助受刑人解決就業、生活和心理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聘請社會

專業人員，根據受刑人的需求，開展心理健康教育，定期提供心理諮

詢服務，結合犯罪原因、心理類型、現實表現等制定心理矯正方案，

進行心理諮詢引導，矯正其犯罪意識，以利於其順利適應社會生活。

                                                 
236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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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社會公共利益，組織有勞動能力的受刑人參加必要的公益勞動，

以促進社會和諧，並爭取社會大眾對假釋制度之認同與參與
237
。 

九、分類分級管理、監督 

（一）上海模式 

大陸地區為落實對假釋出獄受刑人者之社區矯正工

作，採分類分級管理矯正方式，並根據矯正效果和需要，

適時調整相關措施，以確保社區矯正工作的有序進行。以

上海市為例
238
，司法行政機關實施分類管理、矯正，係以

受刑人的犯罪原因、類型、危害程度、悔罪表現、家庭及

社會關係等情況，彙整綜合分析，並依初期矯正階段、分

級矯正階段和期滿前矯正階段，施以不同的管理矯正措

施： 

1、初期矯正階段 

受刑人自矯正開始宣告後，進入為期 3 個月的初

期矯正階段。本階段的矯正措施包括：司法所（科）

告知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司法所（科）落實公益勞

動場所；社工落實幫教志願者；受刑人每半個月至少

接受個別教育 1次；有勞動能力的受刑人，應在矯正

開始宣告後 1 個月內參加公益勞動。 

2、分級矯正階段 

接受社區矯正滿 3個月後進入分級矯正階段。分

級矯正階段分為 1級矯正、2 級矯正與 3 級矯正等 3

種矯正級別。初次分級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而定。惟

不同的矯正級別，得依受刑人之矯正效果評估或獎懲

                                                 
237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4條、第 6條、第 11 條、第 23 條、第 28 條至第 33

條及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4 條至第 16 條、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監獄勞
教幹警崗位職責（試行）第 17 條、第 21 條、第 30 條、第 32 條、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
矯正暫行規定第 6條、第 10 條。 

238 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公安局 2007 年 1 月 19 日以滬司發法制（2007）2 號發布「上海市社區

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並同時廢止 2005 年 1月 14 日發佈的「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

正暫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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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互為調整。 

（1）1 級矯正 

列入 1 級矯正之受刑人，係以經風險評估

為高風險度者，或經階段性矯正效果評估為矯

正效果差者，或根據懲處結果調整到本級者。1

級矯正措施包括：司法所（科）主導成立由公

安派出所民警參加的幫教小組；受刑人每半個

月至少接受個別教育 1 次，每月至少參加集中

教育 1 次，每月向司法所（科）送達書面活動

情況報告；有勞動能力的受刑人，每週在指定

時間、場所參加公益勞動，每月至少完成 10 小

時的公益勞動；對心理測試指標明顯異常的受

刑人，應施以心理諮詢、心理治療；對符合個

性化矯正條件規定的受刑人，應制定並落實個

性化矯正方案；受刑人原則上不得外出或遷

居，如有特殊情況必須請假或遷居，須提前 10

個工作日向司法所（科）遞交書面請假報告；

及其他必要措施。 

（2）2 級矯正 

列入 2 級矯正之受刑人，係以經風險評估

為一般風險度者，或經矯正效果評估為矯正效

果一般者，或根據獎懲結果調整到本級者。2

級矯正措施包括：受刑人每月至少接受個別教

育 1 次，每兩月至少參加集中教育 1 次，每月

至少向司法所（科）書面報告活動情況 1 次；

有勞動能力的受刑人，每月至少參加 10 小時的

公益勞動；根據需要由司法所（科）提供心理

諮詢服務；外出或遷居，須提前 3 個工作日向

司法所（科）遞交書面請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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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級矯正 

列入 3 級矯正之受刑人，係以經矯正效果

評估為矯正效果良好者，或根據獎勵結果調整

到本級者。3 級矯正措施包括：受刑人每季至

少接受個別教育 1 次；可不參加除心理健康教

育以外的集中教育；每月至少向司法所（科）

書面報告活動情況 1 次；經司法所（科）同意，

可以自主選擇公益勞動場所，每月至少參加公

益勞動 10 小時。司法所（科）在徵得被害人同

意後，鼓勵受刑人向被害人提供補償服務；離

開居住地 7 日以上（含 7 日）但仍在本市轄區

內，須口頭報告司法所（科）；離開本市的，則

以書面告知司法所（科）。  

3、期滿前矯正階段 

受刑人於假釋期滿前 1 個月，為期滿前矯正階

段。本階段的矯正措施包括：司法所（科）按照分級

矯正階段的矯正措施繼續開展分級矯正；司法所（科）

開展以期滿教育為主的個別教育；社工輔導受刑人做

好自我鑒定；司法所（科）組織並落實期滿鑒定工作；

公安派出所完成期滿宣告工作；司法所（科）完成受

刑人的檔案管理工作。 

（二 ）北京模式 

北京市司法局為提升矯正的質量與管理效率，積極

建置受刑人檔案，確實掌握受刑人個人、家庭、就業、

生活、犯罪史、思想、心理、情緒及其執行情形之報到、

電話報告、請假、遷居、參加學習、公益勞動、訪視等

資料。另一方面，北京市司法局特別與首都師範大學政

法學院社會工作系合作研發以電腦為工作平臺之「北京

市社區服刑人員綜合狀態評估指標體系」，透過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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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理測評「自測量表」與「他測量表」之自動統計分

析評估受刑人之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罪可能性），及其

回歸社會的趨向程度（即再社會化程度），而為分類分

級管理。其中 A 類係對人身危險性小，回歸社會趨向好

的受刑人，施以低度管理。B 類係對人身危險性較大，

回歸社會趨向較差的受刑人，施以中度管理。C 類係對

人身危險性大，回歸社會趨向差的受刑人，施以高度管

理。其分類分級管理，並配合不同階段之矯正措施。其

中初始教育階段為接受矯正後的 1 個月，解矯前教育階

段為解除矯正前 1 個月，中間時段為常規教育階段。根

據受刑人在 3 個階段不同的心理狀況、行為特徵和需

求，設定相應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
239
。 

參、小結 

一、社區矯正工作有賴相關公部門及社會資源之統合運作 

臺灣地區對受刑人之監督，以往依刑法第 94 條及保安處分執行

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由檢察官交由警察機關執行，但因警察職責

之性質與保護管束略有差異，且因警察本身工作繁重，執行保護管束

工作難免無法兼顧。故民國 69 年（1980）7 月 1 日審檢分隸，保安

處分執行法第 64 條第 2項原規定：「司法行政部得於地方法院設置觀

護人，專司保護管束事務。」配合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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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年（1982）

起各地方法院檢察處（署）置觀護人，專責辦理由檢察官指揮執行之

成年保護管束事務。但檢察官仍得依案件之具體情形，函請警察機

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協助

監督或輔導。大陸地區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皆規定，對於受刑人，在假

                                                 
239 http://www.bjsf.gov.cn/sqjz/sqjzdt/t20040831_113277.htm，北京市司法行政網（查訪時

間，2007 年 7 月 3日），北京市開展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管理分階段教育試點工作，北京市社

區服刑人員綜合狀態評估指標體系，其適用範圍包括被裁判管制、緩刑、剝奪權利、假釋及

監外執行等五種社區矯正對象，因資料蒐集不易，本文僅就假釋出獄者部分簡略說明；王順

安，「中國社區矯正的實踐探索與立法呼喚」之二，社區矯正的北京模式，收錄於榮容、肖君

擁 主編，前註 6，頁 329－331；周國強，前註 23，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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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期間，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此雖與臺灣 1980 年前保護管束之監

督管理工作由警察機關負責之情形相同。惟大陸地區深知犯罪來自社

會，受刑人雖在監服刑，但遲早皆須回到社會，因而結合社會資源與

運用社會力量，推動受刑人社區矯正工作，有利於社會之穩定及政權

之鞏固
240
。故大陸地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聯合發布之「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指示，司法行

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

作，會同公安機關作好對受刑人的監督考察，組織協調對受刑人的教

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司法所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理工

作，大陸地區中央的決心有利於社區矯正工作的推動
241
。兩岸皆由公

部門結合社會力量，並採複數監督管理方式，協助受刑人再社會化同

時，亦兼顧預防再犯為目的。面對地球村的來臨，有鑑於受刑人假釋

出獄後，可能遊走於兩岸之間，進而影響治安，故加強對受刑人的監

管措施，並建立兩岸司法協調聯繫制度，應為兩岸地區共同的責任。 

二、大陸地區法院積極參與社區矯正工作，具有正面意義 

大陸地區更進一步規定，人民法院應積極參與社區矯正工作，基

層及中級人民法院要定期向高級人民法院參與社區矯正工作指導小

組報告參與社區矯正工作情況。必要時，可向社區矯正組織回饋對重

點受刑人進行隨訪的有關情況。大陸地區法院走進社會，體驗人民感

情，擷取社區矯正經驗，並回饋社區矯正組織，其化被動為主動之作

為，令人讚賞。至於檢察機關方面，大陸地區亦要求其積極參與對受

刑人的犯罪思想、行為的矯正；提供法律諮詢和法律幫助。並結合履

行檢察職能，確保刑罰依法進行，保障受刑人合法權益，及防止其重

                                                 
240 吳宗憲，關於社區矯正若干問題思考，北京，

http://www.legalinfo.gov.cn/moj/zgsfzz/2005-01/13/content_178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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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黃娟，第十一章，社區矯正，第四節「社區矯正的機構、設施及經費」內載「從上海和北京

成立的社區矯正工作領導小組的成員看，似乎對社區矯正都很重視，形成了各部門齊抓共管

的局面，但筆者認為，這種作法效果不一定很好。表面上看，各個部門都參與、都重視，但

實際上很容易形成各個部門都管但實際上各個部門都不管的被動局面。筆者認為，應當設立

專職且獨立的社區矯正機構。」，收錄於候國雲主編「刑法執行問題研究」，北京，中國人民

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年 11 月，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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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大陸地區法院與檢察機關之積極作為，對社

區矯正工作助益甚大，反觀臺灣地區檢察官雖於社區矯正，間有對受

刑人為法律宣導或專題演講，但比起大陸地區之作法，似嫌不足。 

三、受刑人離開住居地與前往目的地之聯結勾稽，有助於社會安全之

維護 

臺灣地區規定，受刑人住、居所遷移時，應報經執行保護管束者

轉請檢察官核准。受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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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少年部分，非

經少年保護官許可，不得離開受保護管束地 7日以上。而大陸地區則

規定受刑人離開住居地或者遷居，應報告司法所（科），並經公安機

關批准。兩岸皆以戶籍管理及離開住居地應由監督機關之核准，作為

管控受刑人之手段，有助社會安全之維護，從社區矯正的角度來看，

係屬必要措施。惟大陸地區規定，受刑人經批准離開居住地，到達和

離開目的地時，必須向當地公安派出所報告，雖對受刑人帶來少許不

便，並由目的地公安派出所在外出證明上註明往返時間及表現情況，

對居住地與目的地公安派出所之聯結勾稽管理，為必要之查證，以掌

握機先，並妥適處理之措施，對受刑人之監督管理更為落實。 

四、少年受刑人應特別保護，並求輔導之連貫性 

臺灣地區對少年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特別立法與成年犯作區

隔，並明定保護之事項。大陸地區預防未成年人犯罪法第 47 條及第

48 條雖規定，少年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學校、城市居民委員會、

農村村民委員會，對假釋的少年，應採取有效的幫教措施，協助司法

機關做好對少年的教育、挽救工作。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

會得聘請思想品德優秀，作風正派，熱心少年教育工作的離退休人員

或者其他人員協助做好少年的教育、挽救工作。依法假釋的少年，在

複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少年享有同等權利，任何單位和個人

不得歧視。惟大陸地區法律並未明文少年與成年之假釋案件作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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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對少年之保護，似有欠完善
242
。受刑人從監所假釋出獄至社區，

其身分仍為受刑人，為秉持矯正之專業、連續性，並彌補社區矯正人

員之不足，大陸地區抽調監獄、勞教警察至司法局、司法所，專職負

責社區矯正工作。抽調警察受市司法局、所在區（縣）司法局領導，

行政隸屬關係屬於市監獄管理局和市勞教工作管理局，人民警察身份

不變，市司法局負責抽調警察的整體管理和相關協調工作。區（縣）

司法局、司法所負責抽調警察的日常管理教育
243
，此種靈活、彈性、

機動的人員調度策略，符合行政管理原則，似值臺灣地區參考。 

五、妥善規劃受刑人參與公益勞動，有助於社區人士對社區矯正之認

同 

大陸地區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監獄法等法律，並未明文社區矯正

工作有關公益勞動之規定。但大陸地區認為讓受刑人回到社區從事原

來的工作，所得薪資可以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以緩解、平息被害人的

憤怒情緒；而讓受刑人參與無償的公益勞動，更有助於化解社會對立
244
。故社區矯正機構組織妥善規劃受刑人參與公益勞動，以強化受刑

人與社區之互動，具有正面意義。至於臺灣地區，因公益勞動事涉人

民之權利與義務，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少年法院

得以裁定諭知少年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勞動服務之保護處分。至於

成年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案件，則因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4 條第 1項規

定：「執行保安處分，應依裁判行之。」保安處分執行法既未明文受

刑人應參與公益勞動，執行保護管束者即不得命受刑人參與公益勞

動。 

六、協助輔導受刑人就業，為穩定和諧社會的基礎 

協助輔導受刑人就業，為穩定和諧社會的基礎。大陸地區爲維護

                                                 
242 劉強、戴海瓊、林宇虹於所著「試論我國應建立適合未成年人特點的社區矯正管理制度」一

文 中內載：「…第 48 條又規定了他們在複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未成年人享有同等

權利， 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歧視。但遺憾的是，在該法中沒有規定對於未成年人非監禁刑

罰的執行應與成年人在管理上有所區別，並形成不同的管理制度。」收錄於王牧，犯罪學論

叢，第 3卷，北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 年 8 月，頁 287－288。  
243 依社區矯正工作監獄勞教幹警崗位職責（試行）第 2條、第 3條。 
244 吳宗憲，前註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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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勞動報酬的權利，部分試點地區依據「勞動法」制定單行法規規

定，受刑人假釋出獄，在假釋期間，企業未與其解除勞動合同，受刑

人提供正常勞動，企業應按照國家規定或者勞動合同約定的工資標準

支付其工資
245
。臺灣地區對於限制受刑人之權利，須以法律規定，法

律既未規定受刑人有關工資事項，則受刑人受薪之權利自與一般人同

受契約自由之規範。受刑人擁有正常穩定的工作（職業），是預防受

刑人再犯罪的利基，故兩岸皆本於輔導、協助受刑人順利回歸社會為

出發點。但是，面對有限的就業市場，加以受刑人之標籤作用，如果

不能妥善輔導、協助受刑人就業，面對不被家人與社會接受，又無經

濟來源之生活壓力與困境，可能成為再次犯罪的誘因，兩岸皆面臨同

樣問題。尤以臺灣地區現處經濟蕭條時期，一般人謀職都已不易，何

況是受刑人，故由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增加設置直接保護之場

所，廣開受刑人假釋出獄後就業之機會
246
，應為法務部努力的重點工

作。 

七、對施用毒品者之矯正，宜由矯正機關及專業醫療機構接續為之  

（一）施用毒品者循環於司法體系，嚴重浪費國家資源 

民國 93 年（2004）法務部所屬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共

計 33,346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為 10,946 人，佔 33％，

同年實際出監之受刑人共計 30,713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

為 9,958 人，佔 32％，而同年年底在監受刑人共計 45,955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為 18,599 人，佔 40％。94 年（2005）

法務部所屬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共計 33,193 人，其中施用

毒品者為 10,988 人，佔 33％，同年實際出監之受刑人共

計 31,244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為 10,278 人，佔 33％，

而同年年底在監受刑人共計 48,779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

者為 19,775 人，佔 41％。95 年（2006）法務部所屬監獄

                                                 
245 廣東省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例第 30 條及山東省企業工資支付規定第 28 條，山東省人民政

府第 188 號令，自 2006 年 9 月 1日起施行。 
246 法務部，假釋出獄人再犯之研究，臺北，1988 年 12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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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監受刑人共計 37,607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為 12,419   

人，佔 33％，同年實際出監之受刑人共計 35,709 人，其

中施用毒品者為 11,670 人，佔 33％，而同年年底在監受

刑人共計 51,381 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為 20,671 人，佔

40％
247
。從上述統計數據觀察，施用毒品者最近 3 年，平

均每年約 11,050 人，佔全部受刑人之 33％，面對龐大的

施用毒品者循環於監禁矯正體系，如果從偵查、審判、執

行，以至保護階段，已嚴重浪費國家人力、物力、財力等

資源，更排擠國家對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注。長期以來，施

用毒品者影響社會公安至鉅，卻未見執政者採取有效的矯

正措施，令人遺憾。 

（二）罹患精神疾病者，須以社區治療之方式為之 

為促進國民心理健康，預防及治療精神疾病，保障病

人權益，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政府特制定精神衛

生法，作為處理精神病患之依據。依該法第 2條、第 3條、

第 8 條、第 19 條、第 31 條、第 56 條、第 59 條等規定，

所稱精神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行為等精神

狀態表現異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

療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精神病、精神官能症、酒癮、

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精神疾病，但不包括反

社會人格違常者。對精神疾病者之治療，其一為協助病人

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力、工

作態度、心理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理能力等之社

區精神復健治療；其二為避免嚴重病人病情惡化，於社區

中採行居家治療、社區精神復健、門診治療等社區治療方

式。 

（三）施用毒品成癮者，亦屬精神疾病所稱之藥癮 

                                                 
247 法務部統計處，前註 4，頁 92.93、100、101、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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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的特質，故施

用毒品成癮者，亦屬精神疾病所稱之「藥癮」範圍。雖毒

品危害防制條例設有刑事制裁規定，但在執行上，除需在

勒戒處所治療其「身癮」發作時之戒斷症狀，即所謂「生

理治療」外，尚須在解除其「身癮」後，戒除其對毒品的

心理依賴，即所謂「心理治療」，此項心理治療，必須在

原有監所措施之外，另設治療、復健、宗教、心理諮詢、

勞作等設施相輔相成，始能克竟全功。惟因其設施、功能

與主其事者，與「勒戒處所」旨在治療其生理病症有異，

需另有其他保安處分之戒治處所為之，故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例規定分為兩階段進行
248
。 

（四）施用毒品成癮者係屬精神疾病，應以社區治療之方式為之 

施用毒品成癮者，兼具精神疾病病人及犯人之雙重性

質，理論上，即應以監禁治療與社區治療之方式接續為之

為當。上揭實務上作法，其可議之處在於監禁矯正措施與

開放的社會隔離，受刑人之心理封閉，加以受刑人無外在

的誘因，致生理與心理極易治療。因此，此項心理治療，

應在原有監所措施及保安處分處所之外，另由社區之醫療

機構接續為之，以輔助受刑人（病人）假釋出獄或期滿出

獄，於社區生活中，能順利回歸社會，並避免受刑人（病

人）在外在的刺激與生活壓力下，再次陷入施用毒品之泥

沼中。而矯正機關及保安處分處所，於受刑人（病人）離

開時，應即通知其住（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予以列管持續追蹤治療，定期由專科醫師診斷，並給予必

要之協助。 

（五）矯正機關及保安處分場所內設勒戒處所，有違醫療專業 

醫療業務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療場

                                                 
248 法務部，毒品危害防制條例參考資料彙編，1999 年 6 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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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安全設施。而醫療場所於診療時間外，應依其規模及

業務需要，指派適當人數之醫師值班，以照顧住診及急診

病人。又行政院衛生署函示，「所謂醫療行為係指：凡是

以治療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目的，所為之

診治或治療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而以治療目的所為之處

分或用藥等行為全部或一部之總稱
249
。」對施用毒品者 之

觀察、勒戒、治療等相關行為，係屬醫療行為，性質上既

為精神醫療專業領域，即應依醫療法及醫師法等相關規

定，在醫療機構由專業之醫師常駐及相關醫事人員為之，

以符合專業分工及醫療目的。 

次查，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於 87 年（1998）年 5月 20

日公布施行，該條例針對施用毒品者所具「病患性犯人」

的特質，雖仍設有刑事制裁規定，但在執行上則改於勒戒

處所勒戒方式戒除其「身癮」及於戒治處所以強制方式戒

除其「心癮」。同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勒

戒處所，由法務部委託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行政院衛生署或省市政府於醫院內附設之。勒戒處

所，應於本條例修正施行後一年內設立。在未設立完成

前，得先於看守所或少年觀護所內附設，並由行政院衛生

署、省（市）政府衛生處（局）或國防部指定之醫療機構

負責其醫療業務。」其修法理由謂：「勒戒處所主要在於

觀察吸毒者有無成癮及治療其身癮發作時之戒斷症狀，爰

於第一項明定應由地方政府設立或就行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監督之醫院附設，始能收

效。第二項新增。勒戒處所之設立，非一蹴可成，爰另於

設立前，得於看守所或少年觀護所內附設之規定，但其醫

療業務，需仰賴國防部、行政院衛生署或省（市）政府衛

                                                 
24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7050901050（查訪時間：2007 年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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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處（局）指定之醫療機構負責，始能克竟其功
250
。」92

年（2003）7 月 9 日修正公布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27 條

第 1 項規定：「勒戒處所，由法務部、國防部於 (軍事) 看

守所、少年觀護所或所屬醫院內附設，或委託行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指定之醫院內附設。」自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公布施行

以來，遲未見法務部委託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行政院衛生署或省市政府於醫院內附設勒戒處所。僅

行政院衛生署於同年7月14日以衛署醫字第87041515號

公告指定辦理藥癮治療業務醫療構，協助法務部所屬看守

所或少年觀護所內附設之勒戒處所辦理有關醫療業務。目

前矯正機關及保安處分場所係以監禁矯正為設置考量，醫

療硬體如勒戒使用的病床等設施不足，且管理人員並非專

業之醫事人員，事實上矯正機關及保安處分場所，無法兼

顧醫療業務。 

（六）法務部與行政院衛生署應積極規劃建構將施用毒品者之

觀察勒戒業務回歸醫療體系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施行，有關對施用毒品者之觀察

勒戒處分，雖法務部跳脫機關本位主義，勇於任事，於矯

正機關及保安處分場所內附設之勒戒處所執行觀察勒戒

業務。但從統計資料顯示，仍然有龐大的施用毒品者循環

於司法體系，顯示觀察勒戒之成效不彰，其目前觀察勒戒

之運作方式，即有檢討必要。行政院衛生署既為精神衛生

法之主管機關，且「建立精神疾病者之社區照顧、支持與

復健體系，提供病人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心理治療、

心理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為其法定業務，而法務

部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之指揮執行之主管機關，二者應以負

                                                 
250 法務部，前註 255，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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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態度，攜手協力，積極規劃建構將施用毒品者之觀察

勒戒業務回歸醫療體系，由地方政府設立或就行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監督之醫院附設，

並以社區治療之方式為之。 

八、統一規範社區分類分級管理矯正措施，建立標準作業程序 

大陸地區之社區矯正工作雖遲至 2003 年 7 月 10 日，依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聯合發布之「關於開展社區

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啟動，但從上海市司法局及上海市公安局於

2005 年 1 月 14 日聯合發布「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計

21 條，作為上海市分類分級矯正工作的依據。惟為切合實務運作，

2007 年 1月 19日另行修正發布「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

計 26 條，同時廢止 2005 年 1 月 14 日的規定。而北京市司法局與首

都師範大學政法學院社會工作系合作研發以電腦為工作平臺之「北京

市社區服刑人員綜合狀態評估指標體系」。雖然大陸地區尚缺實務經

驗，相關規定並不一定周延，但受刑人由監獄矯正移轉至社區矯正，

係從剝奪人身自由，以至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其矯正措施理應隨其矯

正階段，從嚴格逐步放寬，以利假釋受刑人之新生。惟如受刑人違反

監督管理規定，亦應適時調整矯正級別，並強化相關監管措施。大陸

地區所實施之分類分級矯正，並延續監獄內之行刑累進處遇措施，具

體、明確、務實、勇於任事的態度，應予肯定。反觀臺灣地區，有關

分類分級管理矯正，截至目前為止，仍停留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自行

決定而無統一之規範，主管機關應檢討改進，建立社區矯正之標準作

業程序，除保障受刑人之權益外，並可避免執法者之怠忽職守。 

九、社區矯正以執法的功能為先，並以保護社區為首要 

假釋監管的功能，在於保護社區，與協助受刑人之更生。前者為

「執法」的功能，此因受刑人從監獄回歸社區生活，如不事先防範受

刑人在其所住社區犯罪，將使社區先受其害，故執法者著重在管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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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及觀護其行為舉止，以預防受刑人再犯
251
。後者為「社會工作」

的功能，係為因應受刑人更生的需要，致力提供支援服務。惟當二者

無法平衡的時候，應以執法的功能為先，以保護社區為首要，這才是

社區矯正的核心價值所在
252
。面對日益龐大的社區矯正案件，如何以

有限的人力、物力、財力等資源，發揮最大的司法、社會、教育、經

濟及行政等效益，以預防受刑人再犯為核心工作，是目前行政管理最

重要的課題。 

十、社區矯正工作之策略管理原則 

兩岸地區刑法分別以「悛悔有據」及「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後不

致再危害社會的」，為受刑人假釋之實質要件。惟上揭實質要件，係

屬不確定之法律概念，也是受刑人心理層面之主觀問題，其關係著社

區安全，惟在實務運作上，兩岸皆以在監獄內受刑人外在行為的表現

為判斷的主要標準，即有未盡周延之處。為彌補前階段實質要件審查

之缺失，當受刑人假釋出獄時，社區矯正機構即進入第二階段之「危

險控制
253
」，對受刑人假釋出獄可能造成危害社區的風險，並針對受

刑人潛在或當前的危機，訂定可行且有效的管理監督措施，以預防、

降低及控制受刑人的危險，即為風險管理及危機管理
254
之核心工作。

為落實社區矯正工作，其風險管理及危機管理原則之重點在於： 

（一）個別化、彈性化 

針對受刑人不同的犯罪類型、與受刑人的生理狀況、

心理特質及其危險程度，採取分類分級的管理方法，並依

個案之具體情形施以務實之輔導、監督措施。 

（二）標準化、簡捷化 

在完善的法規前提下，如何以有限的資源，從受刑人

假釋出獄之前置作業，以至假釋之解除，其間所涉及諸多

繁複程序及相關機關、人員之作業，予以串連、銜接、整
                                                 
251 蔡墩銘，最近刑事政策之趨向，收錄於軍法專刊，第 32 卷第 3 期，頁 7。 
252 Joan Petersilia，Probation and Parole，Edited by Michael Tonry，The Handbook of Crime 

and Punishment，p578。 
253 周國強，前註 23，頁 140－144。 
254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 合著，前註 2，頁 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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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定簡捷、最佳的標準作業流程，以節約資源，快速

解決問題，提升行政效率，並賦予社區矯正工作之價值，

確保社區安全與協助受刑人順利回歸社會，為行政管理之

重點
255
。 

（三）統一化、創新化 

統一明定社區矯正作業規範，在兼顧法律平等原則，

受刑人權益、避免執法人員違法或濫權及宣示執行社區矯

正工作之正當性。為創造社區矯正價值，監管措施的創

新，在加強預防受刑人危害的功能，進而提高社區民眾的

安全度，摒除社區民眾的排斥，有利受刑人的新生。而案

件流程的創新，在節約人力、物力、財力及時間，故各組

織及其各部門之業務流程應互相配合、銜接，以提升執法

人員能致力於重點個案之監管
256
。 

（四）專業化、現代化 

以現代化的監管作用為立基，並回歸傳統的價值觀，

建立專業化的社區矯正隊伍與現代化的執法配備，執法人

員的嚴格紀律、對執行細節的專注與敬業態度，就是管理

案件的品質保證
257
。 

（五）科學化、網狀化 

面對龐大、複雜的社區矯正案件與急遽變化的社會，

應運用法律學、犯罪學、心理學、社會學、醫學等科學知

識，與測驗、評量等科學方法，以落實受刑人之矯正工作。

建立高度資訊密集且能快速反應的網狀管理結構網絡，以

確實掌握全部受刑人之生活動態及擬運用之社會資源，並

配置科學電子化管理系統，以處理高度密集的資訊，快速

解決問題
258
。 

                                                 
255 司徒達賢，管理學的新世界，前註 89，頁 115、306；范瑞薇 譯，杜拉克談領導未來，第 9

章「醫療事業管理的挑戰」（Roxane B. Spitzer），前註 86，頁 166。 
256 黃營杉、楊景傳 譯，前註 87，頁 129。 
257 范瑞薇 譯，前註 86，頁 195－196。 
258 范瑞薇 譯，前註 86，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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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社會化、人性化 

社區矯正管理監督之目的，在維護社區的安全，與協

助、輔導假釋出獄受刑人順利回歸社會，故其管理應致力

於行政效能的達成。而行刑社會化的目的，在改造受刑人

成為守法的人民，故其管理措施應以人性化為前提，所謂

人性化，即保障受刑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並尊重受刑人的

基本權利及社會價值
259
。 

 

 

第六節  獎懲 

 

建立假釋出獄受刑人日常行為的考核獎懲制度，以督促受刑人保

持善行，並積極回歸社會，為社區矯正鏈不可或缺之環節。為落實社

區矯正的功能，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皆對受刑人建立考核獎懲制度。 

壹、臺灣地區之概況 

臺灣地區對假釋受刑人之考核獎懲制度，依法律規定如下： 

一、獎勵 

（一）以書面報告代親自報到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第 4 款規定，受刑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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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保安處分執行法之主管機關令示，「執行保護

管束（假釋）之期間，已達六個月以上而假釋受刑人表現

正常者，觀護人得依其情狀，准以書面報告代親自報到。

但每次准以書面報告之期間不得逾三個月
260
。」其規定雖

逾越母法規定，但從社區矯正之功能來看，應予肯定。 惟

從依法行政之角度觀之，為因應社區矯正之需要，宜以修

法之方式為之。 

                                                 
259 夏宗素，罪犯矯正與康復，北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年 6 月，99－100 頁。 
260 法務部，前註 140，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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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除保護管束之執行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5 條規定：「執行保護管束（假釋）

之期間，已達一年以上者，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表，並徵

詢執行人員之意見，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時，應聲請法

院裁定免除其執行。」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5 條第 1項及第

2 項規定：「保護管束之執行，已逾六月，著有成效，認

無繼續之必要者，或因事實上原因，以不繼續執行為宜者，

少年保護官得檢具事證，聲請少年法院免除其執行。少年、

少年之法定代理人、現在保護少年之人認保護管束之執行

有前項情形時，得請求少年保護官為前項之聲請，除顯無

理由外，少年保護官不得拒絕。」 

二、處分 

（一）增加報到次數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2 第 4 款規定，對於身體

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行保護管束

者報告 1次。執行保護管束者發現受刑人之生活動態等事

項有違常現象時，得增加受刑人每月之報告次數，以掌握

機先並為損害控管。 

（二）告誡、限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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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必要時，得限制其自由。」因

規定不夠明確，為保障人權並落實社區矯正之目的，應由

檢察官斟酌個案之具體情形，並參考行政程序法第 7 條規

定：「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有多種同樣能達

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受刑人權益損害最少者、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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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益顯失均

衡。」之原則，為適當之處置
261
。 

（四）延長保護管束期間 

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6 條規定，保護管束期間，執行

已達 10 分之 9，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表，並徵詢執行保

護管者之意見，認為有繼續執行之必要時，應聲請法院延

長。 

（五）撤銷假釋付保護管束，入監執行殘餘刑期 

1、應撤銷假釋 

刑法第 78 條第 1項規定，假釋中因故意更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

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 3 年者，不在此限。

對於受刑人因故意再犯罪，其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

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雖其他部分尚在審

理中，觀護人應即報請撤銷假釋
262
。檢察官應檢具判

決書及確定證明等資料函請原執行監獄報請法務部

撤銷其假釋。 

2、得撤銷假釋 

觀護人發現受刑人在假釋期間違反應遵守事項

之一，應立即檢具事證報告檢察官，檢察官如認為情

節重大者，觀護人應於 3個月內依相關規定踐行法定

程序，並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3 第 2項規定，

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撤銷保護管束，並通知原執行監獄

報請法務部撤銷其假釋，以預防受刑人繼續或衍生危

害社會安全之相關行為
263
。 

撤銷假釋後，檢察官應指揮受刑人入監執行殘餘刑

                                                 
261 法務部，前註 140，頁 44。 
262 法務部 95 年（2006）11 月 14 日法保字第 0951002899 號函。  
263 法務部，前註 140，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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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又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假釋中因故意更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為「應」撤銷假釋之事由。

該條所謂刑之宣告係指判決確定而言；至於假釋受刑人在

假釋期間再犯罪，雖不符刑法第 78 條規定，惟仍符合保

安處分執行法第 69 條第 1 項再犯罪及同法第 74 條之 2

第 1 款未保持善良品行之規定，如其情節重大者，依保安

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3 規定，即構成「得」撤銷假釋之

事由，故假釋受刑人於假釋期間有再犯罪之事實並經起

訴，觀護人應即簽報檢察官處理。 

（六）刑事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

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檢察官知悉假釋受刑人於假釋期間再犯罪，即應依法追究

其刑事責任。 

（七）少年 

少年在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再犯罪或違反應遵守事

項，除依刑法第 78 條、保安處分執行法第 74 條之 3及刑

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等規定處理外，少年事件處理法

第 82 條另規定，少年在假釋期中應付保護管束，其保護管

束之執行，準用第 3 章第 2節保護處分之執行規定： 

1、勸導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5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少年

在保護管束執行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

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年保護官

為口頭勸導（當面、電話）時，應告知違反應遵守事

項時，將予留置觀察，或撤銷保護施以感化教育，或

撤銷假釋，繼續執行殘餘刑期之法律效果，並就勸導

事由及內容記明於輔導紀錄。以書面勸導時，應將違

反應遵守事項時，及其法律效果交由少年朗讀、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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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少年保護官說明後，由少年在該書面簽名附卷。

無法當面勸導時，少年保護官則以雙掛號方式郵寄送

達少年，並將勸導書回證附卷。 

2、同行、協尋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9 條第 1項規定：「少年法院

法官因執行轉介處分、保護處分或留置觀察，於必要

時，得對少年發通知書、同行書或請有關機關協尋之。」

少年無正當理由未依指定日期報到，經少年保護官限

期通知其報到，屆期仍不報到者，少年保護官得前往

受執行少年住居所查訪，或報請少年法院法官簽發同

行書，強制其到場；或少年經裁定留置觀察，由少年

法院法官簽發通知書傳喚，少年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

由不到場者，得發同行書強制其到場，強制到場，應

注意少年之身體及名譽。至於協尋，則須同行無著或

少年行蹤不明，始得報請協尋。 

3、留置觀察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55 條第 3項規定：「少年在保

護管束執行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導達

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年保護官得聲請少

年法院裁定留置少年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以內

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法係採「保護優先」主義及

本於「宜教不宜罰」之原則，少年雖違反應遵守之事

項，不服從勸導達，自不宜逕為撤銷假釋付保護管束

而入監執行殘餘刑期。故遇此情形，少年保護官宜檢

具少年違反應遵守事項之相關事證、其他輔導紀錄，

並敘明留置之目的及必要性，以聲請書向少年法院聲

請留置觀察
264
。 

                                                 
264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前註 225，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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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陸地區之概況 

大陸地區司法部為建立對假釋受刑人遵守法紀、認罪悔罪、社會

勞動、學習情況、群眾意見等方面的考核制度，特別於制定之「司法

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內規定：「對於表現良好的給予表

揚獎勵；對符合法定條件的，依照法定程序提請有關部門予以減刑。

對違反法律、法規和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但尚未構成重新犯罪的，

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者提請有關部門給予警告、記過、治安處罰、

撤銷假釋或者收監執行。」而各試點地區再參考上揭暫行辦法之規

定，自行制定考核獎懲制度
265
。 

一、獎勵 

（一）北京市 

假釋出獄之受刑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視個案具體情

形，給予表揚、物質獎和減刑的獎勵：遵守法律、法規及

矯正制度，服從管理，接受教育，積極參加公益勞動，認

罪服法，確有悔改表現者；揭發和制止他人的違法犯罪行

為，經查證屬實者；在搶救國家財產，消除自然災害和各

類事故中有突出貢獻者；遵守公民道德規範，鄰裏和睦，

熱心幫助他人，受到社區群眾普遍好評者；有其他有利於

國家、社會突出貢獻者
266
。 

（二）上海市 

1、表揚 

受刑人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可以表揚：積極參加

各項教育學習和社區公益勞動等活動，發揮示範作用

者；熱心助人，樂於做好事，受到社區群眾好評者；

認真學習文化、技術和技能，取得優異成績者。 

2、記功 

                                                 
265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34 條、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7

條、上海市司法局關於社區服刑人員日常行為獎懲的規定（試行）第 4條。 
266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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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予以記功：連續 2次

獲得表揚者；主動檢舉揭發他人違法違紀行為或阻止

犯罪活動者；在防止和消除災害事故和突發事件中，

見義勇為，作出一定貢獻者；或服務社會，樂於助人，

有突出事蹟者；或克服困難，自食其力，成為受刑人

榜樣者。 

3、積極分子 

受刑人 1年內獲得 3 次以上表揚，評為社區矯正

積極分子；具有下列重大立功表現者，應當評為社區

矯正積極分子：阻止或檢舉他人重大犯罪活動者；有

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者；在日常勞動、生活中

捨己救人者；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

有突出表現者；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者
267
。 

4、調整矯正級別 

受刑人日常行為受記功以上獎勵者，在受獎勵後

當月開始得調整到管理較寬鬆的下一個級別矯正。當

年內連續獲兩次表揚獎勵的，從批准第 2 次表揚的當

月開始得調整到管理較寬鬆的下一個級別矯正。受刑

人被評為年度積極分子或獲得司法獎勵的，在獲獎勵

的當月開始可列入 3 級矯正級別實施矯正
268
。 

5、減刑 

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間，符合減刑條件的，可

以減刑。公安派出所根據社區矯正工作小組提供的資

料初審後，報經公安分縣局審核同意，提出減刑建

議，並以書面報請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對被裁

定減刑的受刑人，公安分縣局應通報原判決人民法院

                                                 
267 上海市司法局關於社區服刑人員日常行為獎懲的規定（試行）第 6條至第 8條。 
268 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第 21 條、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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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服刑的監獄、看守所
269
。 

二、處分 

大陸地區刑法第 86 條第 3 款規定，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

有違反法律、行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假釋的監督管理規定

的行為，「尚未構成新的犯罪的，應當依照法定程序撤銷假釋。」其

撤銷假釋，係屬強制規定。惟監獄法第 33 條第 2 款規定，受刑人在

假釋期間有違反法律、行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假釋的監督管

理規定的行爲，「尚未構成新的犯罪的，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撤銷假釋的建議，」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撤銷假釋建議書之日起 1

個月內予以審核裁定。監獄法規定，由公安機關「決定是否」向人民

法院提出撤銷假釋的建議，刑法與監獄法對同一事項之撤銷假釋規定

不同，似宜由大陸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立法法第 85

條規定裁決，以避免爭議。 

再者，大陸地區立法法第 79 條規定：「法律的效力高於行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規章。」惟依司法部發布之「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

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34 條第 3 款規定：「對違反法律、法規和社區

矯正的有關規定，但尚未構成重新犯罪的，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者

提請有關部門給予警告、記過、治安處罰、撤銷假釋或者收監執行。」

顯然司法部發布之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者提請有關部門給予警

告、記過、治安處罰、撤銷假釋或者收監執行規定，有違刑法第 86

條第 3 款及監獄法第 33 條第 2 款之規定，似宜由國務院依立法法第

87 條及第 88 條規定，對於司法部超越權限及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

所制定的規章，就其違反部分為變更或撤銷之處分。 

（一）管理教育 

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內違反紀律、行政法規或者公安

機關有關假釋監管規定，情節較輕者，由公安機關、社區

                                                 
269 上海法院參與社區矯正工作的若干意見第14點前段、上海市公安派出所社區矯正工作規範（試

行）第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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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組織管理教育
270
。 

（二）警告、記過、調整矯正級別 

受刑人違反法律、法規及社區矯正管理規定，雖未構

成治安處罰條件，但經教育不改的，應當予以處分。處分

項目為警告、記過。對於拒不參加社區教育活動和公益勞

動或嚴重違反社區矯正管理制度之受刑人，應予以警告。

而受警告處分後，在 2 個月考察期內仍有違紀行為、或有

輕微違法行為，群眾意見或反映較大、或故意逃避監督管

理、參與違法違紀活動，情節輕微，尚不構成治安處罰之

受刑人、應予以記過。 

對社區受刑人實施警告、記過處分，應有具體事實，

且證據充分。對主動承認違規事實並有正確認識的受刑人

得減輕處分；對違規後能主動檢舉他人違規、違法行為，

或自動有效防止或減輕違規結果發生的，或有其他立功表

現的受刑人，得免除處分。對受到警告的受刑人，應在社

區矯正期限內給予 2 個月的考察期；對受到記過的受刑

人，應在社區矯正期限內給予 3 個月的考察期。對在考察

期內的受刑人應進一步加強管理和監督，並落實教育矯正

的措施。考察期內確有改正表現者，由街道（鄉鎮）司法

所（科），逐級報請作出處分決定的社區矯正機構，提出

解除警告或記過處分的建議。作出處分決定的社區矯正機

構應當自接到解除處分建議之日起 15 天內，作出是否同

意解除處分的決定
271
。 

受刑人日常行為受記過處分者，在受處分的當月開始

應調整到管理較嚴格的上一個級別實施矯正。受警告處分

的，暫不改變矯正級別，在 2 個月考察期內仍無明顯轉變

的，應調整到管理較嚴格的上一個級別實施矯正假釋受刑

                                                 
270 上海法院參與社區矯正工作的若干意見第 10 點前段。 
271 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日常行為獎懲的規定（試行）第 9條至第 11 條、第 14 條、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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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治安管理處罰，尚不構成撤銷假釋者，在受處罰的

當月開始應列入 1級矯正
272
。 

（三）警告、治安處罰、收監執行、撤銷假釋 

北京市社區矯正規定，受刑人有下列行為之一，視其

情節分別給予警告、治安處罰、收監執行、撤銷假釋：拒

不服從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管理，情節嚴重者；違反社區矯

正規定，不按時向司法所報到、彙報思想， 拒不參加社

區矯正活動者；私自離開規定範圍活動或故意脫逃監控

者；違反社會公德，造成惡劣影響者；有其他違犯法律、

法規行為者
273
。 

（四）治安管理處罰 

對輕微違法、違紀行為，尚未構成犯罪，經教育仍不

悔改的受刑人，需要給予治安管理處罰者，由公安機關依

法予以治安管理處罰
274
。按大陸地區 1957 年 10 月 22 日

公佈之「治安管理處罰條例」第 24 條第 7項規定：「被依

法執行管制、剝奪政治權利或者在緩刑、假釋、保外就醫

和其他監外執行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的人，有違反法律、行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監督

管理規定的行為，尚未構成新的犯罪的；處十五日以下拘

留、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惟 2005 年 8 月 28 日第

10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7次會議通過修法

公佈，將「治安管理處罰條例」改為「治安管理處罰法」，

並自 2006 年 3 月 1 日起施行，依該法第 60 條第 4項之規

定：「被依法執行管制、剝奪政治權利或者在緩刑、保外

就醫等監外執行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272 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規定第 22 條、第 23 條。 
273 北京市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試行）第 19 條。 
274 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第 34 條第 3款、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利、緩

刑、假釋、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理規定第 20 條、上海市社區服刑人員分類矯正暫行規定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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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有違反法律、行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監督

管理規定的行為，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留，並處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依修正後之規定，並未明文包括

「被假釋的罪犯」，予以治安處罰之規定，如將條文內之

「……或者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人」，解釋為包括

「被假釋的罪犯」在內，依系統解釋及歷史解釋
275
之原則

來看，似有不宜。 

（五）撤銷假釋 

1、得撤銷假釋收監執行 

監獄法第 33 條第 2款項規定，假釋出獄之受刑

人，在假釋期間違反法律、行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

門有關假釋的監督管理規定，尚未構成新的犯罪者，

公安機關得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銷假釋的建議，人民法

院應自收到撤銷假釋建議書之日起 1個月內裁定。人

民法院裁定撤銷假釋者，由公安機關將受刑人送交監

獄收監。 

2、應撤銷假釋收監執行 

刑法第 86 條規定，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犯

新罪，應撤銷假釋，依照本法第 71 條的規定實行數

罪並罰。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發現假釋受刑人在判決

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撤銷假釋，依照

刑法第 70 條的規定實行數罪並罰。受刑人在假釋考

驗期限內，有違反法律、行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

門有關假釋的監督管理規定的行為，尚未構成新的犯

                                                 
275 1994 年 5 月 12 日修正公佈「治安管理處罰條例」，嗣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於 2003 年 7 月 10 日聯合頒行「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其第

2點第 1項明文社區矯正的適用範圍包括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暫予監外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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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定假釋的及被剝奪政治權利，並在社會上服刑的等五

種罪犯。而司法部則於 2004 年 5 月 9日頒行「司法行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行辦法」，而試

點地區亦依司法部頒行之暫行辦法另行制定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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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應撤銷假釋，收監執行未執行完畢的刑罰。 

       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再犯新罪或者被發現

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應撤銷假釋者，

由審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在審判新罪時，對原裁定假釋

予以撤銷；如果原來是上級人民法院裁定假釋的案

件，審判新罪的下級人民法院也可以撤銷原裁定假

釋。審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對原審裁定假釋撤銷後，應

通知原宣告假釋的人民法院和執行機關。受刑人在假

釋考驗期限內違反法律、行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

門有關假釋的監督管理規定，應依法撤銷假釋者，原

作出假釋裁判的人民法院應自收到同級公安機關提

出的撤銷假釋建議書之日起 1 個月內依法作出裁

定。人民法院撤銷假釋的裁定，一經作出，立即生效
276
。上揭「下級人民法院可以撤銷上級人民法院裁定

假釋」之規定，雖基於行政效率之考量，但卻有違審

級制度。 

（六）追究刑事責任 

受刑人在假釋考察期間重新犯罪，由犯罪地的公安機

關立案偵察，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277
。 

參、小結 

一、大陸地區力行「以人為本」之社區矯正制度 

大陸地區對受刑人在假釋期間，以認罪悔罪、遵紀守法、學習、

勞動等方面表現所建立的考核獎懲制度，雖部分試點地區有違母法規

定，惟其鼓勵假釋出獄受刑人在回歸社會時，除消極遵守法令規定

外，更規定積極檢舉犯罪、維護社會安全及服務社會之處事態度，必

能改變社會大眾的觀感，進而獲得認同，有利於社區矯正工作的推

動。且其務實作法，亦符合「以人為本」之社區矯正制度。 

                                                 
27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356 條、第 357 條。 
277 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利、緩刑、假釋、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理規定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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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岸因不同之考量致撤銷假釋寬嚴不一 

大陸地區刑法規定，受刑人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應撤銷假

釋。上揭規定包括故意或過失之犯罪行為及法院不論判處管制、拘

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等刑種，皆應撤銷假釋，其著眼於受

刑人之附條件假釋，其注意義務應高於一般人。此與臺灣地區刑法所

稱「假釋中因故意更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

後六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年者，不在此限。」之規

定相比較，臺灣地區規定「假釋中因故意更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者，」係考量受刑人主觀之犯意及犯罪情節之嚴重性，而「於

判決確定後六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年者，不在此限。」

則著眼於裁判之安定性，其規定對受刑人較為有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