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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矯正新知

 

 

 

 

 

 

�、引� 
  今(2011) 年元旦，甫成立大家引頸企盼之「矯正署」後，在矯正工作生態環

境大變動下，今天藉「犯罪矯正協會會刊」一隅，來探討犯罪矯正工作之一些「實

務」與「務實」理念，以提供矯正業務之興革意見參考。 

 

�、矯正新文化 
  在矯正工作的學術專業領域裡，常談及「監獄文化」與「次級文化」，意即評

述受刑人進入監獄後，對監獄社會風俗習慣，價值觀之適應能力與同化概況。但

現在我所要討論的是專指矯正工作人員如何去塑造「矯正新文化」暨做好「管理」

工作來達成艱鉅矯正任務。 

  犯罪矯正工作的內涵與精神，回溯過去，我們從法務部「監獄司」而後為「監

所司」，再為「矯正司」以及現在「矯正署」的名詞演變，可以知道它的脈絡，是

故矯正新文化的基本思維乃是矯正機關所扮演的角色已漸漸由積極的矯治到消極

的監禁(尚有修復式正義內涵)。然客觀的條件的確讓人感到憂心；台灣經濟雖然

發達，但政府投資在矯治方面的資源工作確實有限，又矯正機關的工作人員職位

低、待遇差、流動性大、影響工作士氣，因受刑人與管教人員比例偏高，嚴重影

響戒護安全與處遇輔導實施，監獄缺乏優良的矯治環境與條件，無法應付湧入的

受刑人潮，祗有採取運用核心價值之策略。另一方面我們沒有完整的社區處遇制

度來疏通中短期自由刑的受刑人，這些均是造成社會治安犯罪問題惡性循環的現

象。 

受刑人出監再犯，輿論就交相指責監獄矯治失敗，這是不公平的。政府、社

會對矯治既不重視又不投資，其效果也是可預期的。乃所謂好的刑事政策也是好

的社會政策，社會治安犯罪問題須有整體的規畫，即整個社會共同來面對，共同

來參與，共同來負責，機構性(監獄)矯治只是其中的一環，這部分很重要但卻常

為社會所忽略3。 

    早期之「監所」改成「矯正」名詞，其實是各矯正機之任務「壓力」的開始，

                                                 
3 楊士隆.林健陽主編「犯罪矯正－問題與對策」五南書局 2007 年五版 3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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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世界各國陸續發展許多處遇技術與方法，提供矯治機構來選擇運用，其中諸如

對初犯非暴力受刑人施以半軍事化訓練之震撼監禁(Shock lncarceradon)，協助

受刑人分析自己行為，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之創造性治療法(Creative Therapy)，

或教導受刑人以較合乎邏輯、客觀、理性之思考方式，妥善處理人際衝突，避免

再犯之認知處遇法(Cognitive Approach of Offender Therapy)等，此外，目前

國內較熟悉之行為療法、現實療法、心理劇、內觀法、交替分析法及團體治療法

等亦常為國外矯治機構所採行4。 

任何處遇措施，各矯正機關如能善加運用，的確能發揮矯治效果，惟在選擇

處遇技術與方法上，須先考量其特殊背景、環境因素及人力資源等層面，尤其是

專家的指導，技術人員之正確操作及機構配合之意願，常是決定其成效的關鍵，

目前國內矯治機構在處遇技術之選擇及人員之訓練均無統籌之規畫，的確有待開

發。 

    另「矯正暑」之成立，一下著變為四級單位，官階比過去之三級單位稍為低

些，也許有些基層同仁有不同看法，然而「兩利取其重，兩害避其輕」，矯正同仁

需要有「高膽遠矚」思維；「矯正暑」成立；於「會計」與「人事」等方面；往前

一步，海闊天空；自然是咱們矯正同仁「當家作主」，不像過去之為「幕僚單位」，

處處仰人鼻息，不知所云。何況將來中央政府全面改造，「行政院組織法」通過後，

咱們矯正機關亦為「附屬機關」，亦列為四級單位。且法務部成立了「矯正署」，

那代表中華民國的獄政發展，是走在世界潮流的領域了。乃多元面向之「矯正工

作」任務，是何其之難！所以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可能要從如何去面對「矯正

新文化」去思考，各位矯正同仁都很有專業思維，在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加以

省思。 

    因為時代在變，犯罪矯正工作不能默守成規，黃徵男前司長曾云： 

「傳統矯正工作是一種階層式、官僚式的權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經營管

理型態，上級對下級命令、指示和要求，而下級只有一昧執行、服從的意思表示，

不能有表達自己意見和想法。然而這種傳統的經營管理模式，到了 21 世紀的今天，

可以說已經不能適用。由於民眾知識及教育水準的提昇，再加上社會上鼓勵民眾

關心公共事務或參與公眾之事的聲浪不斷，因此，傳統上由上對下的命令，下級

一昧服從的管理方式已無法繼續存在。取而代之的即是決策參與的民主式的管理

型態。」5 

    現任矯正暑吳憲璋署長更云6：「時值矯正元年的開始，各項挑戰正接踵而來，

機關的超額收容、人員預算的不足、超時加班等，都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去包容解

                                                 
4 同註一，389 頁。 
5黃徵男著 21 世紀監獄學，一品文化出版，修訂五版「矯正機構經營管理的具體作法」623 頁。 
6
參見 2011 年 10 月「署光盃壘球賽」吳憲璋署長於新莊瓊林球場開幕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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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各位同仁在崗位上也許有時會遭受到挫折，但是個人認為，身處逆境時，更

要樂觀的去面對挑戰，本署舉辦的『曙光盃』三項競，是培養矯正同仁在面對困

難的時候，能秉持更樂觀、更積極的態度，來開創矯正的新氣象，因此，本人在

此深切的期勉各位，讓我們共同為矯正界的未來，齊心努力，並肩奮鬥。特別藉

此機會向大家報告的一件事，這個禮拜四考試院院會通過了本署所屬各矯正機關

的組織準則及編制表，我們不但維持原有矯正機關的官職等，祛除了當時成立矯

正署時，有些同仁認為會被貶低官職等的疑慮，另外我們更增加了教化科分股辦

事，（核定收容額１千～２千的機關教化、戒護、總務各設２股，二千人以上的機

關教化、戒護各設３股、總務設２股）監獄並增設專業人員包括心理師及社工員，

八大監首長及科長維持原職等，這一連串的奮鬥過程，我們要感謝法務部長官的

鼎力支持與協助，期盼大家堅守崗位把工作做的更好。另外今(2011)年四等監所

管理員初試及格人數２６５名當中，有９０名是具有國立大學的學歷，佔三成的

比例，其中還有不乏研究所的學歷，這是一項令人欣慰的事，我們更欣見矯正專

業領域受到各方面的重視，所以，我們要加倍的努力，讓我們攜手同心協力，提

昇矯正專業效能，展現人權公益新象。」 

    所以，成立矯正署之後的「矯正新文化」，自然需要擴大決策參與之層次，在

職員管理層級，對基層職員基本人性尊嚴應尊重，重視其需求、鼓勵其參與決策，

乃有效管理，達成目標之基本原則。而在受刑人管理層面，應致力於機構組織體

質之改善，走向人性化、民主取向、自主性高、較少威嚇之管理。因為權威、強

制之管理導向，並不利於受刑人偏差行為之改善。相對的，人性化、民主化之矯

正行政管理，確有助於維護受刑人權益，並孕育道德品行，進而有利未來社會治

安的維護。 

  當然，「犯罪矯正」一詞，是要讓收容人如何在矯正機關改變其思想觀念、態

度與行為，即是藉由矯正處遇計劃，來改善犯罪人之反社會性人格。但過去之「幕

僚單位」，為強調事務性的獄政管理特質，獄政人員除防止收容人脫逃、自殺、暴

行外，還要進行對他們的生活「監控」，這是比較消極面。 

  乃過去之「矯正司」與現在之「矯正署」，文字含義雖然「大同小異」，但它

所代表的矯正文化，卻有所區隔。我們可以說：「矯正司」工作是矯正機關，應用

各式各樣的處遇計劃，硬、軟體設施及組織系統來矯正犯罪人，它是法務部單純

「司法行政人員」的專業工作項目，此亦是要肩負起執行刑罰的功能。但是對於

「矯正署」之成立後措施，其矯正內涵進一步落實，應是包括「應報」、「嚇阻」、

「隔離」、「重整」、「修復」等思維；我們應該擴大視野，應該在決策上；是更細

密的、更廣泛的、更專業的工作；它除了由各矯正機關負責「教育刑」處遇外，

更需擴大由民間企業及社會志工參與整個矯治處遇(行刑社會化) 。另一方面，矯

治工作可分為「機構性處遇」與「非機構性處遇」，這也是矯正新文化核心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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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使命。而談到「核心價值」，筆者要進一步的說明；即在建立一個矯正新文化

團隊前，必需先有核心價值。倘若一個公司缺乏核心價值，則形同一盤散沙，難

以形成共識、凝聚力量。例如以各矯正機關「名藉股」之統計收容人數為例，其

核心價值至少要有“正確”一項，將統計業務做到零錯誤，即是名藉股人員的職

責(核心價值)，不容許有任何錯誤。 

 

�、�除黑函文化 
在建構矯正機關新文化時，矯正署成立後，宜逐漸消除黑函文化；乃猶記得

2005 年六月廿九日第 1013 次部務會報第 14 案號，施前部長曾云：「某矯正機關黑

函文化嚴重，應徹底查辦是否屬實？否則，應揪出幕後黑手，以正機關文化…。」，

過去，由於黑函文化長期打擊機關士氣與形象，無論是機關首長或是相關受誣陷

者，深痛惡絕；其「症候群」是；有者甘脆作「濫好人」，索性不管；有者「投鼠

禁器」，做事「瞻前顧後」；有者，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此後「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他來個「黑函」，我還他個「白臉」，反正「薪水」少不了一毛錢，幹嘛？

何必那麼認真而得罪人？最後普遍形成一股「鄉愿」風氣，倒楣者還是矯正機關。 

     在矯正界服務久一點者皆知道一句諺語：「少數監所工作同仁，眼界(視野)

無法超過監獄五米高圍牆。所以，一些過去在矯正機關服務過的人、會、統、政

風等幕僚單位主管，一轉調到「地檢署」服務，他(她)們就感覺到過去在矯正系

統的「次級文化」(Prison Subculture)，氣氛與風格竟然不一樣；乃凡事「人必

自侮，而後人侮之」。而矯正機關黑函之如此猖旺，其來有自，今臚析如下： 

一、於高階主管人事升遷異動前後。 

二、不當利益衝突(或受損)蓄意報復。 

三、機關首長甫上任未久，以黑函「下馬威」或發洩對前任首長的不滿情緒。 

四、機關首長作風不是太強勢，就是太軟弱。 

五、執行不公，特權橫行，有地下典獄長、地下所長存在者。 

六、機關同仁分派系，明爭暗鬥。 

七、由於權責機關不但重視黑函，而且受理黑函，助長風氣。 

八、以「投資報酬率」換算，幾塊錢之郵票，或是區區電子郵件，即可以「隨

心所意」去「亂整人」，而且在技術操弄下「永遠」不會被發現，何樂而

不為？ 

九、長期沒拿到甲等考績或受過行政處分，或對勤務調動不滿意者，故意以

黑函「興風作浪」，擺明「你要我難過，我就要你不好過」，咱們走得瞧！ 

十、受小人煽動，或藉機「公報私仇」。 

十一、心理人格發展不成熟，好「誣控亂告」成性，屬偏差行為，猶似「縱

火犯」，看到火燒即有快感，而寫黑函者，每看到上級派員蒞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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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竊喜而自樂，此症狀之病名，姑且名之為「囹圄機關機構化症候群」。 

十二、工作太閒、太悶，尋求黑函以為「刺激」，企圖以此添增生活色彩，否

則在高高圍牆內上班，實在太枯燥無味，且太無聊了。 

然如何減少黑函文化？筆者常常稱讚矯正同仁之專業領域為「人性工程師」

並引以自豪，但不幸的是，「黑函文化」亦是矯正界的「專業領域」，而矯正機關

首長不曾被黑函攻擊過者，亦屬「火星生物」般的奇蹟。故適值此「矯正」工作

甫邁入「矯正署」之新紀元時，矯正機關同仁如何去「脫胎換骨」宜共同努力來

遏止黑函文化之滋長。其治本之道如下： 

一、權責機關應確實把握「不予受理」黑函的原則，不隨之起舞，才能使黑函文

化，逐漸降溫，甚至消聲匿跡。 

二、矯正機關平時應伸張是非公理正義，減少怨氣，人事公開化、透明化，勤務

調動合理化、合情化。 

三、疏通申訴管道，避免「黑箱作業」，透過「雙向溝通」，建立共識。 

四、賦予各矯正機關「政風室主任」初步過濾，暸解真相，處理黑函之權限；權

責機關不需「事必躬親」，大費周章，花費人力物力去調查，結果以「事出有

因，查無實證」而結案，讓撰寫「黑函」者得逞；認為只要再使幾次「絕招」，

「眾口鑠金」，權責機關，最後總會「中計」；豈不聞「曾參殺人」古訓，乃

現代版的公務生涯，縱然連續受黑函攻擊，練得「金鋼不壞之身」，久而久之，

不「中箭」也會「落馬」！ 

    刑法第 169 條(誣告罪)：「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誣告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

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刑法第 171 條(未指定犯人誣告

罪)：「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雖然有上揭之刑法規範，但矯正機關之黑函文化，對此並無嚇阻作用，

反而暗潮澎湃。須知矯正同仁若欲提昇社會地位，如此綿延不絕的「監獄烙

印」(Prison Stigma)之黑函文化不減，即無光明燦爛的一天。因為正人必先

正己，矯正同仁對外既然號稱為「人性工程師」，但「監獄化」(Prisonization)

的結果，自顧不暇，黑函文化不斷，如何奢談去矯正人犯？吾人期待這些少

數「不安於位」的矯正同仁，早一點醒悟，勿作「害群之馬」，損人而不利己，

常言道：「暗路走多了，總有一天會碰到鬼！」，畢竟「人性本善」；要之，有

請「黑函老大」！在您管教受刑人之前，希望先管教自己的內心世界吧！ 

 

�、「矯正機關」的�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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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消除黑函文化外，各「矯正機關」的核心價值，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

點： 

�一是「專業精神」：專業精神是指對矯正工作是否執著於專業的規範、要求、

品質化程式等。專業精神就是在專業技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對矯正工作極

其熱愛和投入的品質，具有專業精神的人對矯正工作有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愛，他

們在工作的時候能夠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矯正專業精神意味著：對自己所從事

的矯正工作有著精深的學習與孜孜不倦的研究；止於至善的精益求精；在原有的

犯罪矯正知識基礎上，不斷地學習與創新，充滿創造力；超越一般的技術水準；

執著地追求「教育刑」極高的滿意度。 

要想成為矯正機關所欣賞之有專業精神的員工，首先應該不斷提高自己的專

業技能。提高專業技能惟一的選擇就是學習，併在實際的工作中不斷實踐。決定

工作品質的就是矯正人員的業務水平、專業技能，以及對本項專業的投入程度。

專業精神更表現為一種對工作的態度。所以「矯正署」的目標是要讓矯正工作專

業化，各「矯正機關」之矯正工作人員，若無法做到專業，任何人均能取而代之，

則應自我檢討。即使是基層的戒護人員亦需具備專業知能，對任何戒護徵兆，皆

能做正確的判斷與管理。一旦有專業的知能，工作上就會有信心、有權威，且贏

得他人的尊重。 

��是「敬業精神」：矯正工作人員，必需有熱忱工作態度，熱忱即是「敬業」，

因為敬業精神是做任何事的必需條件。其實，我們想比較快樂的過日子，也可以

讓自己放鬆些。與其天天在乎自己的表現和物質利益，不如每天努力在工作崗位

上，享受每一次經驗的過程，並從中學習成長。一位真正懂得從生活經驗中找到

人生樂趣的人，才不會覺得自己的日子充滿壓力及憂慮。過去，筆者於 35 年之公

務生涯中，見到許多矯正人員，由於對矯正工作抱著熱忱的態度，一分耕耘，一

分收獲；使他們的職務升遷或調動，很快進入佳境。筆者也見到另一些人，由於

缺乏熱忱而走投無路。我深信唯有工作熱忱的態度，才是成功推銷自己的最重要

因素。因為，如果熱忱對任何人都能產生這麼驚人的效果，對你我也應該有同樣

的功效。熱忱的態度，是做任何事必需的條件。我們都應該深信此點。任何人，

只要具備這個條件，都能獲得成功，他的事業，必會飛黃騰達。 

矯正工作人員有敬業精神，便會有活力、有朝氣、願意付出。倘若成立了「矯

正署」後，矯正人員還是缺乏敬業精神，則易形成一灘死水，恐落人以「換湯不

換藥」之口實。 

�三是「負責精神」：矯正工作人員負責任，就會對事物深入的瞭解，且不使

矯正機關受損、同事蒙羞，影響整個矯正系統的形象。例如據 2011 年 6 月 23 日

媒體報導；北部某監獄以內容太過政治化，恐引發政治效應，造成社會分歧為由，

退回「阿扁」投遞周刊的稿件。引起社會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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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第三項規定，受刑人撰寫文稿，如題意正

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者，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所謂「題意正確」及「監獄

信譽」，究如何因應社會脈動去認定？監獄之因應政治人物而如何審查？倒也是一

項學問，對於過於抽象，是否放寬解釋？雖依細則第 82 條列舉妨害監獄紀律規定，

並無「涉及政治」的限制條款。惟媒體呈現出兩極化之分歧看法，矯正機關，「順

了姑意，失了嫂意」，可見在法律上仍有待商榷。 

惟媒體評以；阿扁以前多次投書、出書或放話，幾乎都涉及政治，但該監竟

都『無異議』放行，現在因媒體大肆報導，輿論正興，就不惜『昨是今非』加以

否決，更無法自圓其說7」。媒體認為，阿扁既屬一般受刑人，只要投書不危害國家

社會利益，或違反公僕保密及法律禁止條款，該監大可讓他暢所欲言，也讓國人

拭目以待他到底能端出什麼名堂！惟筆者認為該監之任事用法，勇於負責精神，

值得敬佩！ 

上揭加以細密區分範圍，也許有矯正同仁，有不同的解釋，然而其目的，也

在導引於當前各矯正機關，在現階段收容人不斷超收，且管理人員不足的情況下，

如何去從新思維，做好矯正工作。所以下面我們就來談談矯正管理精神指標工作。 

 

�、矯正管理工作的新�� 
  當矯正工作人員認識與體會矯正新文化之核心價值後，首先所要面對的是如

何跳脫過去監所管理傳統的框架，去迎接新的挑戰？。 

�、兩刑化刑�核心價值之管理： 

兩極化刑事政策下，矯正工作的發展趨勢是；監獄與社區矯正結合、加強矯

正人員的遴選與訓練、提昇女性人犯矯治處遇計晝、設置超大型及超高度安全管

理監獄、釐訂性侵害人犯處遇對策、重視疾病受刑人醫療照護、強化少年矯治處

遇功能、建立本土化毒品戒治模式以及賡續犯罪矯正問題之實證研究等項目，均

為核心價值之工作。目前各矯正機關收容人共計六萬餘人，與所核定收容人 54232

人相較，超收比率在 18%至 24%之間，可以說，有三分之二的監所均是在超收的狀

態，加蓋舍房僅是權宜之計，然若是一昧的增建監獄，亦非良策！。 

二、��事情的��度：2010 年 5 月 14 日，大法官釋字第 677 號解釋文：「監獄

行刑法關於執行期滿者，應於其刑期終了次日午前釋放之規定，違憲。」其解釋

文：「監獄行刑法第 83 條第一項關於執行期滿者，應於其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

放之規定部分，使受刑人於刑期執行期滿後，未經法定程序仍受拘禁，侵害其人

身自由，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且所採取限制受刑人身體自由之手段亦非必要，牴

觸憲法第八條及第 23 條之規定，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中華民國 99 年 6

                                                 
7蘋果日報，2011 年 06 月 23 日「社論」：官僚公然違背行政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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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失其效力。有關機關應儘速依本解釋意旨，就受刑人釋放事宜予以妥善

規範。相關規定修正前，受刑人應於其刑期終了當日之午前釋放。--」這項問題

之敏感度，乃受時空環境變化影響者，究還有多少事項，未來將會演變為類似事

件，有待探討？  

例如，最高法院於 2011 年 6 月宣示；將性侵犯送監獄強制治療的措施，有

害人權且違法，強制治療處所應為公立醫院之問題。8 

性侵犯出獄後再犯問題屢屢發生，如何使性侵犯受到有效治療，杜絕再犯，成

為大眾關注的議題。最高法院遂於 2011 年 6 月 23 日宣示；不再為法務部違法將

性侵犯送監獄強制治療的措施背書，要求強制治療應在醫院，並直指性侵犯在監

獄強制治療的行政命令，不但是便宜之計，更欠缺專業及不合時宜，也有違法理

情。  

惟依法務部回應；最高法院見解雖然理想崇高，但執行上有其困難性，法務部

不是不願找醫院治療，主要是因為迄今沒有任何醫療院所願意接辦，為避免性侵

犯沒有治療處所，在外流竄形成更嚴重問題，才會暫留在監所治療。法務部亦注

意到「事情的敏感度」，陳守煌政次即強調；為解決此問題，法務部已在台中監獄

附近規畫籌建性侵犯刑後治療處所，預計二年後啟用，目前性侵犯的強制治療，

是暫時由台北、台中、高雄等監所內設置的強制治療保安處分專區處理9。  

然而，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對性侵犯刑前治療抗告案，因法律修正，以後不會

再有刑前治療措施，法務部矯正署認為最高法院擔憂「刑後治療」如同「延長刑

期」的疑慮，以後應該不會再發生。矯正署面對此類變革，將來宜在政策上注意

應變。 

又如大法官於 2011 年 10 月 21 日之釋字第 691 號 解釋文：「受刑人不服行政

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者，其救濟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之。在相關法律修正前，

由行政法院審理。」亦對矯正文化之生態環境有所衝擊。 

乃本案緣有柯姓受刑人因強盜等罪被判刑超過 20 年，目前在高雄監獄服刑，他

因不滿多次聲請假釋都被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卻被最高行政法院打回票，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應向普通法院提起救濟，但柯向普通法院聲明異議，卻又被最高法院

以假釋與否並非普通法院可審究，裁定駁回。柯姓受刑人只好聲請釋憲10。 

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91 號釋憲指出；對於受刑人不服假釋遭駁，現行只能向

假釋的決定機關，即法務部提出申訴，監獄行刑法沒有規定其他救濟途徑。但向

                                                 
8 中國時報 2011 年 06 月 24 日「性侵犯治療在監違法醫院不願收 最高院宣示不再為法務部違法的行政命

令背書 法部表示無醫院肯接辦 執行困難」 (記者郭良傑、陳志賢報導) 
9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34898&ctNode=27518&mp=001 
10
參見中央通訊社，2011 年 10 月 21 日中央社記者黃意涵、陳亦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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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的法務部提出申訴，性質上僅屬行政機關自我審查、糾正，不能完全取

代向法院聲請救濟。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當受刑人不服而請求司法救濟時，

自應由法院審理。 

至於應交由何種法院、循何種程序審理，釋憲文指出，相關問題有待立法通盤

考量，但在相關法律修正前，鑑於法務部不准假釋的決定，具有行政行為性質，

這類爭議應由行政法院審理。 

這次釋憲，大法官李震山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大法官黃璽君提出不同意見書。

黃璽君認為，假釋決定，是廣義刑事司法事件，行政法院對這類案件無審判權，

正本清源之道應立法，將假釋救濟全改由刑事法院審理。 

但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表示，目前司改會未接獲類似投訴，但他認為假釋

救濟與判決不同，並非司法機關可獨立判斷，目前監獄審查假釋的審查委員會，

審查完也是報請法務部審核，因此具行政性質，他認同大法官釋憲結果。 

不過律師李傳侯卻認為 691 號釋憲為德不卒，因為大法官固然對受刑人假釋遭

駁賦予司法救濟管道，但行政法院的法官多來自民事法庭，不熟刑事案件，而假

釋案准駁，關鍵則在審酌刑案實質內容，給行政法院法官審理，能發揮多少救濟

的功能，他持保留態度。  

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濟由何種法院審理？ 

   惟依照監獄行刑法之精神，受刑人之假釋，不是由他(她) 們去「申請」，而

是由監獄管教人員考核結果予主動辦理的。何況依「行政程序法」第 3 條規定：

「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下列機關之

行政行為，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二、司法機關。下列事項，不適用本法之

程序規定︰---四、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所為之行為。」 

矯正機關亦要迎合時空環規境之變化暨媒體、社會大眾等需求，否則所有矯

正理想就會失焦。今天若要讓矯正機關更有成就，就要迎合此生態文化之變遷及

開創各個專業監獄不同的差異性與屬性，這也是矯正新文化的訴求重點。 

 

�、結� 
  為因應刑罰之嚴峻化，監獄超收且收容人高齡化，戒護安全及醫療照護等問

題接踵而至，在在需要重新研擬、調整矯治對策。成立「矯正署」應可擴大國際

交流，汲取科技新知，建構矯正研究發展機制，並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故而，

從事矯正工作者，瞭解上揭矯正新文化暨管理方法後，也要有效凝聚矯正工作同

仁的向心力，且進一步需全面瞭解當前矯正工作的願景所在？因為惟有讓全體矯

正工作同仁知道施政的願景，才能全力以赴並達成目標。所以，當前法務部矯正

署的願景應是；「全方位推動業務，各矯正系統兼顧」及「提升全體矯正同仁的社

會地位」二大目標。同時，前黃徵男司長於十年前，曾提出當前矯正工作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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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全力以赴，早日實現： 

一、��管理�理化、��化。 

�、行刑教化��化、�會化。 

�、機關��現代化。 

�、�����學化。 

�、矯正人員�業化、優質化。 

�、�能訓練多�化。 

�、�導��深�化。 

�、行政��一�化。 

在提升矯正效率方面，首先要充分吸收新知，同時也要加強矯正人員的「在

職訓練」，因為時勢快速變遷，犯罪矯治過去之舊的學術知能已經不敷運用，所以

矯正同仁一定要勤於吸收新知。其次，矯正新文化要達到「自我管理」的目標，

即需要多多培養「人文素養」，因為具有人文素養，自然就會對周遭人、事、物多

一些關懷、包容與慈悲，這就是矯正新文化「服務他人」的原動力。另ㄧ方面，

希望「矯正署」成立後，宜順勢推動矯正新文化；全國各矯正機關能將矯正業務，

全面的以「經營」來代替「管理」，以加強矯正新文化之深度與內涵。相信在「矯

正署」各長官，大有為之領導下，以現在之陣容與努力，有朝一日，必能成為「世

界教育刑之刑事思潮尖峰先驅」；各位優質矯正同亦正是未來「刑事司法體系」的

新尖兵，也是未來法務行政團隊的佼佼領導者。敬祝 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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