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綜合論述篇
(1).第 466 號囚犯的番茄375
1964 年，羅本島監獄來了一位新犯人。
像其他犯人一樣，他一進門就被扒去衣服，換上了統一的囚服，上面寫著︰
第 466 號。他是一個政治犯，所以被推進了一個不足 4.5 平方米的單人牢房。從
此，他過上了“暗無天日＂的生活。
陰暗的牢房，頭頂上吊著一盞昏黃的燈，每天被囚禁 23 個小時，僅僅在上
午和下午各有半個小時的放風時間。他幾乎從來沒有見過羅本島監獄的太陽，
也很少有機會感受到窗外的絲絲風聲，唯一能感知的只有灰頭土臉的囚犯，還
有他們的呻吟聲。
羅本島監獄是個人間地獄，那裡的獄警動輒就對已決犯們揮起皮鞭，殘忍
地在綻開的皮肉上潑辣椒水，大多數人都是在獄警的皮鞭和辣椒水下度日的。
幸虧他是監獄長特別安置的要犯，要不然，他也一樣逃脫不了獄警的魔爪。
已經記不清多少個日子，他幾乎每天都目睹兩個獄警拖著一個犯人，死尸
一樣地從刑訊室出來，每次都看得他義憤填膺。他想改變監獄的現狀，無奈的
是，身為要犯的他也是自身難保。
後來，他和眾已決犯被安排到羅本島監獄的采石場上去做苦工，每天在持
槍看守的監督下拼命地搬運石頭，動作稍慢就有被毒打的威脅。另外，所有的
已決犯只準逗留在這個采石場裡，一旦踏出采石場的邊緣，就會被無情地射殺。
由於石灰石在太陽的照射下具有極強的反光，長期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他，每
天看到的只有刺眼的白色強光，以至於他的視力逐漸下降。
雖然他的視線逐漸變得模糊，但他的目光卻依然炯炯有神。有一次，他利
用放風的機會，大膽地向監獄長提出了自己的想法︰在監獄的院子裡開辟一片
園子！他的這一想法剛一退場門，就被監獄當局無情地否決了。但他並沒有灰
心，幾乎一有機會就把自己的想法說出來，經過了無數次的否決，大約過了 5
年左右，他的愿望終於實現了。
監獄當局同意了在監獄牆腳的一片狹長地帶供他開辟園子，並且破天荒地
給他提供了番茄、辣椒等蔬菜的種子。
羅本島監獄的院子裡從此多了一抹動人的綠色。他每天從采石場回來就潛
心照料自己的園子。許多人都說他是監獄裡的“植物學家＂，而他自己則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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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園子看作自己的心靈園地。每當采石場上的鍛石石刺傷了他的眼睛，他就回
到自己的園子四處看一看。那一片生命的綠色舒緩他眼睛的疲勞，消解了在采
石場裡所遭受的疲憊和委屈。
但是，由於氣候的惡劣，園子的第一茬收成並不是很好，僅僅斬獲了一籃
子不怎么紅潤的番茄。他一個也舍不得吃，都分給了自己的獄友和獄警們。
令人驚訝的是，自從有了這片菜地之後，整個監獄有了很大的改觀。每到
放風時間，許多獄友都會幫助他來照料一下滿園的蔬菜，在獄警們不注意的時
候，他們還能揣幾個番茄回去。
更令人稱奇的是，獄警們的態度似乎也變得和藹多了，因為，他總是把新
採摘的番茄發給獄友們，然後再由他們送到獄警們手中，吃了犯人的番茄，獄
警們拿鞭子的手，也不再那麼蠻橫了。一個黑人獄警說，每當我莽撞地舉起鞭
子的時候，我就想起了這是一群給我番茄吃的人，在我的眼裡不再有什麼已決
犯，他們讓我想起了自己的家人……已決犯和獄警們的關係逐漸融洽起來，羅
本島監獄不再是冷酷無情的“人間地獄＂了。
這位第 466 號囚犯，在羅本島監獄整整種了 18 年的菜園，直至他被轉到另
一家監獄。
這位第 466 號已決犯不是別人，正是南非黑人總統曼德拉。他用幾只番茄
就讓整個監獄變得融洽起來，他不是在經營菜園，而是在耕耘人心。

(2).白人獄警憶曼德拉「是囚犯也是父親」376
曼德拉二十七年的牢獄生涯有十八年在位於南非開普敦附近、惡名昭彰的羅
本島（Robben Island）度過，在那裡遇見白人獄警布蘭德（Christo Brand）
，發
展出一段超越種族的忘年之交。當年布蘭德被告知他負責看管的是「南非史上
最大要犯」，如今他說，失去曼德拉猶如失去自己的父親。
18 歲白人小子遇上 60 歲智者；「他是我的囚犯，也是我的父親。」一九七
八年，十八歲的農家子弟布蘭德到羅本島當獄警，當遇見這位六十歲「四六六
六四」號囚犯時，第一印象是這個外界眼中的「恐怖份子」竟如此友善有禮、
盡是問他關於家庭、成長背景等問題。
曼德拉在六四年被判終身監禁關進羅本島，當時四十六歲的曼德拉在採石
場做苦工，每天工作十小時、一週五天。與他共度漫漫時光的布蘭德說，曼德
拉總是樂於助人，不斷鼓勵他進修，為家人賺錢，逐漸變得像是自己的父親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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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小孫女讓曼德拉抱抱，曼德拉在回憶錄裡曾稱布蘭德「強化我對
於基本人性的信心，即便他們是將我陷於囹圄的人」
。曼德拉每三個月只有一次
三十分鐘的會客時間，還得隔著小玻璃窗。當前妻溫妮「夾帶」初生孫女 Zaziwe
（盼望）來訪時，曼德拉問布蘭德是否能從遠方看她一眼，沒抱過黑人嬰兒的
布蘭德嘴巴上說不行，卻接過小寶寶讓流著淚的曼德拉親吻她的臉頰，這個祕
密直到曼德拉當上總統後才曝光。此外，布蘭德還會幫忙「走私」麵包與曼德
拉最愛的髮油。總統任內巧遇 當眾介紹「我的獄警也是我的朋友」
，布蘭德說，
曼德拉當了總統仍一本初衷，保持偉大特質，總是能為任何人付出。他回憶，
當曼德拉步入國會時，巧遇職位低微、正在發放文件的布蘭德，立刻在眾多議
員面前與他握手，說「這是我的獄警，也是我的朋友」，讓他備感榮耀。
現年五十三歲的布蘭德說，兩人最後一次碰面是在兩年前的週日午後，他
帶著妻小到開普敦的曼德拉家，
「我的孫子想接近他卻有點害羞，曼德拉想要抱
抱他，瞬間打動孩子的心」
；曼德拉離世不僅是國家的損失，對他個人來說更仿
若失去一個父親。
刑事執行：當法院定罪後，是否必然進入矯治機構，這可以從兩個層次探討：
首光在進入矯治機構的考量上，也有最後手段性的考量，只有在不得已的情況
下，才能利用矯正機構，其他的轉向處分相對於監禁有優先性，其次，當考慮
是否機構處遇，監禁處分永遠是最後考量，這裡不僅是監獄成本較高的考量，
還有再社會化因素的考慮，因監獄與社會隔離，是再社會化最難有成效的地方，
故 即便是刑事執行，將犯罪人監禁隔離，仍是最下策。

(3).坐牢 27 年，寬恕取代報復377

（圖 90.
377

曼德拉逝世，世界各地哀悼）

自由時報 2013 年 12 月 7 日 http://tw.news.yahoo.com/坐牢 27 年-寬恕取代報復-221015447.html
350

無私胸襟贏得尊敬：南非前總統曼德拉過世了，美國總統歐巴馬不但在記
者會上表示哀悼，還要求美國政府降半旗致哀五天。放眼舉世政治領袖，能得
到國際社會如此發自內心尊崇的，曼德拉還真是異數。（如圖 90.）
如果曼德拉只是為了打破黑白隔離而坐牢，最後當上總統，故事可能不會
這麼動人。難得的是，他出獄後不尋求報復，反而真心支持屠圖大主教主持的
「真相暨和解委員會」，以寬恕和前瞻代替冤冤相報的惡性循環。
據媒體 2013 年 12 月 7 日報導；美國學者在兩年前評論「阿拉伯之春」時，
讚揚曼德拉只擔任一屆總統，就在 1999 年自願下台，反而成為全球最受尊敬和
最有影響力的政治家，是突尼西亞、埃及與葉門這些國家最好榜樣。可惜，阿
拉伯國家至今沒有出現另一個曼德拉。
曼德拉在台灣與南非的外交關係變化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雖然斷交難
以逆轉，但在曼德拉同意下提前一年宣布，讓台灣維持了部分館產和顏面。台
灣政府長年與被國際孤立的白人政府交好，中共則大力支持曼德拉參與創建的
非洲民族議會。嗅到南非的政局將有重大變化，當時李登輝政府和駐南非大使
陸以正投下可觀的金錢和人力，拉攏非洲民族議會和曼德拉，陸以正甚至成功
說服曼德拉訪問台灣。這趟台灣之行，讓曼德拉留下深刻印象，也讓雙方關係
不致斷得決絕。
1993 年，我有機會到南非專訪當選非洲民族議會主席的曼德拉。他的手掌
大而厚重，握手的時候，一股沉穩的力量讓人感到安定；坐了 27 年牢、出獄三
年多，無論是談雙邊外交關係，還是南非政局，他的沉穩平靜令人難忘。聽不
出一絲恨意，滿腦子想的都是國家和人民的未來，二十年後，彷彿還可以感受
到他巨大的身影。
南非之所以能避免血腥屠殺，願意釋放曼德拉的白人總統戴克拉克，還有
主持和解的屠圖主教都扮演關鍵角色。
我曾有機會四次以記者身分到南非採訪，目睹南非人的成就，但也看到治
安的惡化和政治人物的敗壞。爭取自由是一條漫漫長路，建立民主社會又何嘗
不是？但每當這個國家回顧自己的歷史時，他們將有曼德拉這樣的典範可以仰
望和反思。

(4).監獄意外之旅，意外管書人生：監獄圖書館員歷險記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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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讀推薦序：（按：邱明偉 頃易名為 邱煥棠）
.邱煥棠（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現任法務部矯正署 台北監獄秘
書）
監獄學，是我自己所學的本行，從大學畢業後就進入監獄工作，已歷經二
十多個寒暑。服務單位從少年矯正機關到成年監獄，地理位置從臺灣西部到東
部後山，自認為對監獄的一切再熟悉不過，但是收到這分書稿，細細展讀之後，
才到體會當我們自認為很熟悉，認為一切都是理所當然之際，這樣的熟稔感覺，
或許是自許為矯正專業的所在，但在保守的高牆之內，卻是缺乏不同視野角度
的觀照，進而很可能讓我們陷入專業的盲點。閱讀這本《意外的管書人生：監
獄圖書館員歷險記》正好可說是我矯正專業生涯的意外之旅，甚至讓我有眼睛
為之一亮的感覺。作者阿維 · 史坦柏以一哈佛大學畢業生，進入監獄受聘為圖
書館員兼寫作教師，與受刑人之間的情感交流，再加上對監獄行政部門與運作
的觀察互動，融合交織而成的悲喜故事，當中或有其個人主觀的理解，但無疑
的這本書開啟了我自己體察美國與臺灣監獄文化的嶄新視野。
監獄的刻板印象與新視野；過去傳統上監獄被認為是污穢不潔的，甚至許
多電影小說都專以報導監獄黑暗面為訴求，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監獄負面刻板印
象，也讓許多人對於監獄卻步不前。作者以一哈佛名校畢業生進入監獄工作，
引來家人親友的質疑不解，那份內心掙扎的心路歷程，中外皆同。尤其臺灣早
年獄政形象低落，我又剛入行不久，記得當時同仁感慨一直不太敢向親友透露
自己在監獄工作，怕抬不起頭來，甚至還曾聽說有人過年不太敢去朋友家拜年，
怕人家一聽是在監獄服務，會覺得觸霉頭；亦有基層同仁提及早年在補習班準
備考公職，在門口只要看見衣衫不整，嚼食檳榔，足穿拖鞋，大辣辣走進來說
要報名補習者，不用多問，就可以知道是要報名準備考監所的。這種故事乍聽
之下實在是令人感嘆，但是當我看到書中描述部分管理員忌諱介紹自己在監獄
工作，多半會說自己是幫市政府或州政府做事的，不禁莞爾一笑。所幸近幾年
來臺灣監獄形象大有改善，許多年輕學子樂意進入監獄公部門擔任監獄官或管
理員，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差距，實不可以道里計。
監獄，能夠改變受刑人什麼？作者在任職監獄圖書館員所見所聞也有著深
刻的反思，現代化監獄又稱為矯正機關（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標舉著矯治受
刑人不良習性，化莠為良，回歸社會重新做人。監獄內部各項軟硬體的設置，
從專業心理師、教誨師、諮商輔導室到圖書館等，無非是朝著這樣矯治受刑人
的目標而努力，然而各項監獄投資的努力，卻仍必須面臨受刑人強大次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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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甚至可能抵銷其矯治成效。作者在描寫監獄圖書館功能時，就點出這樣
的矛盾所在，監獄圖書館並不單只是受刑人以書本滋養心靈或增長知識的地
方，同時也是一個動態的社交場域，受刑人得以在此聚集，彼此間產生連結，
而受刑人產生連結的方式就是透過所謂俗稱的風箏（Kite），也就是在圖書館角
落私下藏匿傳遞的紙條（臺灣監獄受刑人稱之為『通條仔』），這成了監獄管理
人員眼中戒護安全的漏洞。正因為圖書館是美國監獄除了放封用的中庭之外，
少數可以用來讓許多受刑人穿梭聚留的場所，再加上圖書館布局陳設，更增加
了管理監控的難度，尤其書架從地板高到天花板，提供了各式各樣的掩護，以
及每本書的內頁或夾層，都是藏匿風箏的最佳所在。總之，想在監獄裡搞怪，
圖書館無疑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場所。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域，究竟是要回應自由被剝奪的受刑人自然發展出來
的人際互動需求，還是恪守監獄強調戒護安全管理，這其中的兩難處境形塑了
主事者的不同領導風格。作者的選擇是，一反過去圖書館員嚴格雷厲的掃蕩風
格，他用監獄文學的角度去理解受刑人次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嘗試去塑造圖書
館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空間，一個溫暖的所在。例如他比喻風箏，
「是受刑人一
個彌足珍貴而無法預知未來命運的小小創作，一個有形的東西——跟現今大多
數信件形式不同——被小心翼翼摺好，寄出去人世間給另一個遠方的人讀。有
時候，這些信件有個特定的對話對象，有時候誰找到它們，誰就是收件人，那
個人，經常就是我。」當然受刑人也因為作者半開放的態度，而讓圖書館源源
不絕湧出各樣的的風箏，他也甚至過度信任受刑人，而做了大膽的嘗試，因此
付出了代價。這之間的取捨，牽動教化與戒護工作的平衡，作為一個監獄工作
者，置身其中每有更深刻的體會。
監禁制度的反思；一個監獄，甚至一個監獄圖書館，其實就是一個小型的
社會。就我長年工作經驗來看，在這樣一個封閉的控制環境中，多數受刑人會
覺得剝奪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很深切的處罰。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最近一次
的受刑人讀書會心得發表上，剛入獄五十天的受刑人在筆記上記下了他的感想：
隔離在牢獄之中，想著外面的世界，如此渴望自由，自由如此美好，如此
珍貴，以前從來沒有珍惜過，啊 ! 放我出去……
他剛被關了五十天，就能寫出這幾句話，尤其最後一句相當貼切。因而如
何回饋處理收容人壓抑苦悶的情緒，一直是管教人員學習不完的功課，有時適
時的幽默感和同理心可以化解嚴肅的監禁氣氛，心理師在筆記上簡單一句回應
「請讓老師我當法官吧 !」往往就可以讓收容人與管教人員都會心一笑。本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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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提到監獄管理人員的處境：他們得在鐵窗柵欄林立的監獄裡嘗試去武裝
自己的外表，成為一個有責任感且堅強的人。
當一個休假在外的監獄管理員戴維爾（Richard Dever）在酒館裡勇敢制止一
名鬧事的出獄受刑人，卻反遭受刑人以預藏尖刀殺害，之後在該殺人犯在面對
法官宣告麻州最重刑罰—終身監禁後，他對著法庭上坐得滿滿的戴維爾親友和
監獄同仁，冷冷說了一句：
「我得到的，還是比戴維爾得到的好。」這句話再一
次傷害了戴維爾親友和監獄同仁的哀痛心情。之後在監獄舉辦的追悼會上，有
同仁懷念戴維爾，說在監獄裡值勤單位他總是可以獲得受刑人的信任，這是因
為他把受刑人當一個人一樣的說話，用人與人的方式去互動、說話；更有同仁
說了這段感人的話：「要一名監獄管理人員，像戴維爾奮不顧身去干預一場打
鬥，並不是甚麼了不起的事，那畢竟是他所受的訓練。不過，他能在監獄這樣
的環境中，找到一個保持同情心的方式，那就是勇氣的表現。」這段話讓我心
深有同感。在高風險高壓力的監禁環境中，要監獄同仁不斷在柔軟與剛強的角
色之間轉換並非易事，但我也希望藉此書描述的現場狀況，能讓默默耕耘的監
獄工作人員，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肯定。
美國是世界監禁率名列前茅的國家，全美監禁人口有將近二百多萬名；在
亞洲，臺灣也不遑多讓。東亞地區中除了新加坡之外，臺灣監禁率傲視各先進
國家，監禁成為嚴刑峻罰思考下的必然產物，即使監獄擁擠超額收容現象未曾
稍減（一〇 二年七月底臺灣地區實有收容人六．五五〇 七萬人，較核定容額五．
四五九三萬人，超收一．〇 九一四萬人，超收比率高達百分之二十）
，監獄依然
是成就無害社會的最有效工具，然而在高牆刺絲網的阻隔下，這些人被排除在
正常社會之外，這麼多人關在擁擠的監獄裡，他們在鐵窗裡的生活、他們的未
來，其實值得賦予更多的關注，畢竟這些為數眾多的受刑人終有一日將回歸到
你我所居住的社區，成為與你我共同生活的一份子，只是你我不盡然知道他
（她））的過去。
雖然美國獄政管理模式與臺灣有所差異，但這本書具體而微的把美國監獄
生活面貌呈現出來，尤其作者以敏銳的觀察觸角，生動靈活的刻劃監獄裡的人
事物，我想這本書的確可以啟發人們對於監獄、人性及文化的更多思考，而能
讓人們對監獄受刑人底層文化有更深刻的理解。

(5).五星級監獄飯店379
379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11 月 24 日工商時報蕭麗君 http://tw.news.yahoo.com/五星級監獄飯店-213000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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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奇制勝，旅館業者將以往拘禁囚犯的牢獄轉變成為奢華的五星級飯
店，結果反應出乎熱烈，吸引許多顧客願意花大錢，只求睡在由牢房改裝而成
的客房。
■The industry's budding global trend is to transform hubs of incarceration
boutique hotels, reveling in the paradox of charging guests to sleep where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dreamed of escape.
目前在全球旅館業掀起一股新風潮，就是把過去的監獄轉變成五星級飯
店。如此新穎賣點也讓旅客願意花錢嘗鮮，有助飯店的住房率大幅衝高。
位於波士頓的查爾斯街監獄（Charles Street Jail），自從 1851 年啟用以來，
曾經關過波士頓連環殺人魔亞伯迪沙佛，與曾在二次世界大戰被擄獲的 1 名潛
水艇司令官。
有錢人愛住監獄；如此令人毛骨悚然的牢獄，現今卻化身成為高檔奢華的
自由旅館（Liberty Hotel）。想要入住該旅館，代價可不便宜，每晚至少要 400
美元以上。但這些旅客肯定會有畢生難忘的經驗，他們將待在深具歷史感的前
牢房小酌一兩杯、大啖海鮮，並且觀賞最新時尚秀。
來自芝加哥的瑪西，一邊喝著啤酒，一邊說到：
「很難想像有人會甘願付錢
待在以前的牢房裡」
，不過他又補充「該旅館真是做得太棒了！」為企圖滿足旅
客狂野的想像力，旅館業者相繼把農莊、僧院、洞穴，甚至是退役的波音 747
客機改裝成最流行的新住所。但該產業目前崛起的最新趨勢，是把監獄變身成
為精品旅館，讓旅客甘心付錢睡在以往囚犯千方百計想要逃脫的黑牢。
位於斯洛維尼亞的盧布爾雅那的一個戰俘營，目前也已改裝成為青年旅
館，可容納 20 名旅客睡在由藝術家精心設計的牢房通鋪內。此外，在芬蘭 19
世紀還是俄國領土時，位在赫爾辛基的一個監獄，如今也轉變成為 Best Western
旅館，不過四周依然可見到當時監獄外 16 英尺高的紅磚牆。
不過最具戲劇化的轉變，可能還是在伊斯坦堡的四季飯店莫屬。這家五星
級飯店也是由監獄改造而成，曾在 1978 年上映的美國電影「午夜快車」
，在當
時就是以該監獄為故事背景。
獄警變身成飯店員工；網站 Concierge.com 曾經提及這波由監獄改裝成高檔
飯店的趨勢，它說「以往的牢獄，如今卻成為豪華飯店前方的美麗庭院」
，至於
當時負責守衛的獄 警，如今卻成為訓練有素的飯店員工。
今日至少在全球還有十幾個類似的轉變在進行。專家指出目前在歐洲相當
355

風行的該概念，正逐漸擴展至美國。美國自由飯店也指出，如此新穎的改裝創
意，已經讓它們今日的客房住用率超過 80％，創下該飯店自 2007 年開張以來的
最高紀錄。
英國精品旅館連鎖業者 Malmaison 的高層主管大衛也透露，他們旗下一家
由牛津城的一座監獄改裝而成的旅館，是他們最賺錢的旅館之一。旅館業分析
師認為，如此奇特的轉變，對於喜歡嘗鮮的顧客而言，是難以抵擋的魅力。自
從精品旅館幾年前逐漸在全球旅館業佔有一席之地後，為了吸引想要尋求不喜
歡制式風格的年輕有錢旅客入住，旅館業者正極力推展他們的極限，冀求能讓
他們旅館在眾多旅館中能獨樹一格。
雖然工作穩定，但獄警要面對的環境並不簡單，包括越獄、肢體及口語暴
力等問題。求職者眾，顯示比利時年輕人不怕在充滿敵意的環境工作，但比國
獄 警仍然短缺，因為許多求職者不夠瞭解獄警 工作的本質，也就不符要求。
負責聘雇及溝通的行政遴選局官員畢里耶（Stefanie Billiet）說，
「我們要找
的獄警不是大男人主義者也不是暴君，而是能夠同時展現威信及同理心的人」，
但許多人只想得到公務員身分。
她說，這種心態會造成危機，因為「當他們當上獄 警時，才恍然大悟地發
現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環境」。

(6).酷刑！汶萊今起祭斷肢法380
汶萊蘇丹（元首）哈桑納博爾基亞（Hassanal Bolkiah）2014 年四月卅日宣布，
五月一日起逐步實施嚴苛的伊斯蘭刑法。伊斯蘭刑法（伊刑法）又被稱為「斷
肢法」
，重罪犯行者可能被截手斷腳，被石頭砸死和處以鞭刑。汶萊原訂四月廿
二日宣布實施伊刑法，因故延到卅日宣布。伊刑法引起汶萊少見的國內批評聲
浪及國際譴責，認為殘忍且不公平。汶萊是東亞及東南亞首個實施伊刑法的國
家，其他多為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拉伯、伊朗、伊拉克。汶萊去年十月宣
布，六個月之後分階段實行伊刑法，以履行對真主阿拉的責任。
蘇丹說：
「我們不期望別人接受或認可我們所做的事，只希望這些人能尊重
我們的決定，就如同我們尊重他們一樣。」蘇丹強調，落實伊刑法對伊斯蘭國
家非常重要，並引述可蘭經的教誨，若穆斯林遵守阿拉的律法，阿拉也會庇佑
他。穆斯林必須認清，這一切都是為了宗教。汶萊蘇丹已討論伊刑法多年，他
曾警告，汶萊境內犯罪與日俱增，而且網路等外來影響漸多，伊刑法是面對社
380

聯合報 2014/05/01 全文網址: 酷刑！汶萊今起祭斷肢法 | 國際焦點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647479.shtml#ixzz30PzhC5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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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遷、全球化的一道「防火牆」
。汶萊宗教理事會出版第一階段伊斯蘭刑法包
括未婚懷孕、周五未祈禱、不尊重齋戒月。2014 年之年底將實施懲罰偷盜行為
的「斷肢法」
、「鞭刑」
。明年年底，將對通姦、雞姦者施以死刑，用石頭砸死。
機構內處遇之現代發展：此種思考面臨考驗：
(1).特別預防的破滅：若欲矯治，也應由定期刑轉向不定期刑，高昂的矯治
成 本並未使再犯率減低。
(2).監獄擁擠：20 世紀末期皆面臨監獄擁擠的現象，有不少替代監禁的方式
被提出與實踐。
(3).階級、種族隔離：監獄人口有相當寄的比例屬於少數族群，而這些存有
的族群區隔也被延伸至監獄，徒增監獄管理的困難。
(4).監獄管理的鬆動：監獄化管理逐漸要求人性化，所以監獄的懲罰功能逐
漸隨著監獄管理的改善，而漸失其懲罰功能。

(7).紋身；如何一生無悔？381
監獄社會是自由社會縮影，本身存有其特殊文化，即所謂次「（副）文化」或
「次級文化（Subculture）」。蓋乃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文化，不同的族群也會
形成不同的文化，換言之，不同的人口成員、區域以及價值觀念，就會形成獨
特的文化。因此，監獄也不例外，會形成獨樹一格的文化，由於它與一般社會
文化不盡相同，所以，稱為「監獄次級文化」（Prison Subculture）或「人犯次
級文化」（Inmate Subculture） 。
受刑人紋身行為，原是黑道大哥之「象徵性」，但在監獄內，亦是屬於它們的
『次級文化』。因此，次級文化的概念在瞭解人犯社會時，是很實用的，如同
其他團體的成員一樣，只與他們的成員來往，造成他們實際上與整個大團體分
隔（例如：軍人、病人或出家人），紋身行為是人犯發展他們特有的信念、習
慣!！雖然受刑人在獄內紋身是會被獄政當局所懲罰的，但近年來監獄次級文化
有比較不置外於整個社會環境之趨勢，人犯紋身行為之次級文化，彷彿不再隔
絕、分離及不認同於社會主流文化。且看英國.美國暨巴西，一般輿情對紋身之
看法。本會特摘錄如下揭，以饗讀者。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秘書室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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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英倫網 2012 年 10 月 31 日/蘇平/倫敦
http://www.bbc.co.uk/ukchina/trad/uk_life/on_britain/2012/10/121031_suping_tattoo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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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國紋身藝術家聯合呼籲規範行規382

（圖 91. 紋身師貝奇·桑德森是紋身教育及社會普及小組的成員之一。）
近日，多位英國著名紋身藝術家紛紛呼籲紋身產業需要更嚴格的法律規
範。（如圖 91.）他們希望借此機會讓大眾了解後街紋身作坊及網絡自行購買染
色材料所潛在的危險。這些藝術家所組成的團隊取名為紋身行業規範 2013，由
明星紋身師凱文·保羅（Kevin Paul）領銜。保羅之前的顧客包括當紅歌手 Ed
Sheeran 以及 Harry Styles。英國政府衛生部門 2013 年 5 月 2 日發表聲明說，頒
布新法律並不會解決現有問題。
紋身藝術家表示，紋身產業的主流化趨勢已非常明顯，而隨之而來的皮膚
感染及血液類傳播病不容小覷。

（圖 92. 傑瑪要求紋身師在腳背為她紋一個花苞，但結
果令她大失所望。）
紋身教育及社會普及小組（TEPA）是另一個紋身行業中的自我規範組織。
382

BBC 英倫網 2013 年 5 月 3 日 http://www.bbc.co.uk/ukchina/trad/uk_life/2013/05/130503_life_tattoois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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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呼籲法律重視的同時也注重對民眾進行紋身健康知識的教育。調查顯
示，很多紋身都是由不符合標凖的工具完成的。紋身藝術家凱文·保羅和貝奇·
桑德森（Beki Sanderson ）提醒說，人們應該在紋身前仔細了解相關信息。（如
圖 92.）
他們說，人們必須了解所選的紋身師是否擅長在指定的部位刺出自己想要
的圖案及設計。地方政府機構表示全英大約有 1500 家合法經營的紋身作坊。最
新數據顯示，在 25 到 34 歲的年輕人中，近三成人擁有至少一處紋身。 24 歲的
傑瑪·哈迪在德比一間私人診所工作。紋身師的稱謂也是引起爭論的原因之一。
凱文·保羅說：「開紋身店實在太簡單了，只需要一個乾淨的房間以及一個滅菌
器。」24 歲的傑瑪·哈迪（Gemma Hardy）曾經想要在腳背上畫個花苞但結果卻
是一個草莓狀污點，更糟糕的是，她還感染了血液傳播病。
「醫生說，如果我遲
一點發現的話，那麼感染源很可能會傾入我的骨頭，從而帶來截肢的危險，」
傑瑪說。
傑瑪表示紋身並沒有給她帶來更多的自信。她現在無時無刻不在隱藏自己
的腳。她說：「我覺得很失望，本來不應該是這樣的。」
在英國，紋身的最低合法年齡為 18 歲。相關行業的法律規定除了健康及安
全條文之外，還包括地方議會頒發的營業許可證。TEPA 成員貝奇·桑德森說，
新條文的頒布不能操之過急。「TEPA 的目的是為了教育民眾及促進立法，」貝
奇說。
「在新條文出台之前，非法紋身的情況將始終存在。」英國衛生部發表聲
明說現存法律已足夠保護民眾。
一名政府工作人員說：
「紋身藝術家，行業內部機構及相關執行機關需要通
力合作，對行業規範的意見達成一致。」

（圖 93.

紋身，有因，也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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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刺青（紋身）宜三思》
2005 年 6 月 29 日

中華日報

前副典獄長 陸東原撰

筆者於六十四年服務綠島監獄八年餘，對象為台灣各監所曾有脫逃、暴行、自
殺及違規三次以上紀錄，被認為難感化之收容人。當時最印象深刻者，乃其身
上普遍刺青。究其原因有情緒衝動，以身體改造用來對自己放火方式之一，及
刺得多讓極端痛苦證明己存在，好清楚區分「我們」、「你們」，在同儕環境
中尋求認同，提增群中地位，並擴大生存空間。
一般道上兄弟個性特徵是敢愛敢恨，尤其男女間感情特別明顯，他們會把愛恨
刺在自己身上，證明自己是男子漢，不像報上報導男子在愛人臉、胸及私處刺
上「很賤」或「有梅毒」等難堪字眼。
這種對女人肉體虐待、人格踐踏與精神羞辱行為，不但不被認同更會被視為「懦
夫」而不齒與排斥。
實務中出自大師級師傅為藝術而刺青的很少，因大師級師傅難尋，且財力上又
非一般人所能負擔。大師為人刺青條件甚嚴，他們以修補人身上殘醜部分為主
要目的，希望缺陷經其修補後，能讓對方產生自信心，且帶著陽光般笑容離去
為宗旨。他們更誠心呼籲刺青者，在決定前先三思，年輕人應經家長同意，不
可在一念之間做出後悔行為。經驗中獲知年齡超過四十歲的人，半數以上對身
上的刺青會後悔而想去除。目前以雷射去除計價，僅米粒大小點，每點收費四
十至一百元左右，代價比當初刺青時高出百倍之昂。且醫療技術上雖使用麻膏，
仍會痛得讓人哇哇叫，術後仍需開止痛藥，如此雙重痛苦，並不值得。又刺青
藝術生命短暫，常隨人死亡後出現屍斑而模糊，毫無永存效果。
監所收容人相互刺青，屬重大違規行為之一。主因乃欠缺衛生及安全上基本條
件，如無拋棄式針頭，無消毒器材及藥水等。又收容人雜處期間，任何型肝炎
及愛滋病等，極易因刺青而擴大感染。因此除加強宣導外，新收者須仔細檢身
且紀錄，並每日查房以收遏止之效。
衛生署為預防健康人被肝炎、愛滋病感染，重新修訂捐血者健康標準型，新增
其刺青後一年內不得捐血規定。筆者誠心奉勸國人，不論是要帥、擺酷、混兄
弟或一時衝動，永誌愛情，尋求認同等，請別忘記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可毀
傷（民法有未成年人其行為受父母親限制規定），刺青前，宣三思！
記得過整十生日時，有朋友建議，何不刺個紋身作紀念？怕疼，更怕紋身
的永恆。還是買件首飾吧！水手、囚犯，搖滾歌星、飆車一族，紋身曾是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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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遺棄、對建制不屑的標記，現在已然進入主流殿堂。律師、醫生、就連首相
夫人的身體都成了畫板。
但是最近，倫敦大都會警察局、英國唱片連鎖店 HMV 先後出台紋身新規
定。紋身，如同結婚、生子，是一生的承諾。怎樣才能無怨無悔？必須上報；
本月中，倫敦大都會警察局宣佈，禁止警官和工作人員有「明顯可見」的紋身，
因為這對職業形像有害。規定說，從決定宣佈之日起，警官、警察局工作人員
不得在臉部、領口之上或者手部刺紋身；其他部位的紋身必須被遮蓋。已經在
可見部位有紋身的人必須在一個月內註冊備案。否則有可能受到紀律處分、甚
至開除。
有報道說，犯罪受害者曾經投訴，許多年輕警官紋身太多，看上去更像「打
手」！繼大都會警署之後，上星期，英國唱片連鎖店 HMV 也宣佈，為了保證「形
像得當、拿得出手」，所有工作人員大面積的「身體藝術」必須蓋上。

首相夫人的小海豚引起過渲染大波。
時過境遷；但是，大都會警署以及 HMV 的決定也被一些人批評是以貌取
人、心態過時。因為，紋身早已經擺脫了另類形像，不再是「壞人」
、邊緣人的
專利。今年 9 月，倫敦剛剛舉辦過第八屆國際紋身大會。成千上萬的紋身愛好
者、藝術家匯集一堂，交流切磋。
前英格蘭足球隊長貝克漢姆，萬人迷的身體猶如畫布。英超比賽一結束，
球員互換球衣，紋身充斥綠茵場。潮男先行一步，潮女亦步亦趨。性感歌手、
火爆選秀節目的美女評委謝麗爾也是紋身的粉絲。就連律師、醫生，金融界的
弄潮兒們也不甘示弱。首相卡梅倫的夫人，腳脖子上都刺了一條小海豚！
凡人皆酷；有統計數字說，估計一下，英國成年人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
個有紋身。這樣看下來，即使你沒有、你肯定也認識有紋身的人。凡人皆能酷，
這就是紋身的承諾。一片平常的手臂大腿、一片空白的前胸後背，有了紋身，
就成了個性的表述，一份文化、藝術、或者反文化、反藝術的聲明。
說到女人紋身，我們還經常能聽到的一個解釋是，紋身標誌著奪回對自己
身體的控制。整形手術、厭食症、減肥、節食、心理障礙、零號模特、數字粉
飾等等等等，圍繞女性身體的話題日日可見。也許，紋身確實代表著女性自我
審視、掌握身體的另外一種思潮？誰更後悔？由此想起美國亞特蘭大的中年婦
女傑瑞‧皮特森。6 月間，傑瑞被選為奧運火炬手。如此榮耀，驅使她在來英國
前興衝衝地去了紋身沙龍。沒成想，Olympic 一字被拼錯了（見圖 93.）！
361

選錯了圖案、紋錯了地方、一時頭腦發熱；或者，紋出了錯，或者，紋身
成了職業發展的絆腳石，怎麼辦。並不是所有的紋身者都無怨無悔。曾經的「運
動辣妹」Mel C 不久前在接受一家英國雜誌採訪時說，正在考慮把 11 個紋身中
的幾個消除掉，而且，希望女兒長大後永遠都不會紋身！採訪配發的照片中，
Mel C 的紋身被數字軟件處理抹掉。

（圖 94.

美國婦女傑瑞決定將錯就錯，一笑了之。）

一項 7 月間召開的「英國皮膚科醫生大會」提交的研究結果顯示，將近三
分之一的紋身人都後悔。伯恩利（Burnley）綜合醫院的皮膚科專家六個月間尋
訪了 600 多人後還發現，男人比女人更容易後悔；絕大多數人對上身的紋身更
後悔。但是，令人吃驚的是，調查同時發現，即使可以消除，反悔的人當中真
的去把紋身除掉者還不到一半。（如圖 94.）
強制降溫；紋身是把墨水刺進皮膚深層，激光可以消除，但是，有些顏色、
尺寸的紋身更難對付，可能會殘留顏色，甚至疤痕。業界人士介紹，消除紋身，
通常需要六到八次、甚至 12 次治療，每次治療，費用在 50-150 英鎊不等。在「英
國皮膚科醫生大會」上，一名皮膚科主治醫師提議，紋身前，應該有強制性的
反思降溫期。
其實，有紋身沙龍已經開始給顧客提供「試用期」
。將顧客選定的圖案臨時
描在他們身上，看看感覺如何，再做定論。
聽上去倒像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你在考慮紋身，不妨想想一位從頭到腳紋
身密布的老將的忠告：時尚曇花一現，紋身卻是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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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紋身資料庫協助辨認遺體383

（圖 95.

鄧迪大學表示，建立人體特徵資料庫能判定身份。）

你有紋身或身體穿洞嗎？現在蘇格蘭的鄧迪大學（University of Dundee）徵
集人們的紋身圖樣，建立一個龐大的“人體特徵＂資料庫。這個專案由鄧迪大
學解剖和人體特徵中心負責，所收集的圖像將提供給法醫鑒定專家使用。鄧迪
大學表示，建立人體特徵資料庫能通過紋身或人體特定位置的穿洞來判定身
份。所有徵集的圖片將儲存在國際刑警的資料庫，並受到嚴格的保密和保護。
（如圖 95.）
人體特徵資料庫；鄧迪大學解剖和人體特徵中心的蘇·布萊克（Sue Black）
2011 年 11 月 28 日表示，“在遇到巨大的天然災害的時候，例如 2004 年的亞
洲海嘯，人體特徵資料庫就能派上用場。＂“我們要做的是建立一個人體特徵
的分類系統，有效地記錄各種不同的特徵。＂
“也許我們能發現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標誌性＇紋身圖案，一個只有在某
個地方經常可以看到的圖案。＂
她說，2004 年亞洲海嘯時，有成千上萬的遇難者遺體無法辨認，法醫專家
非常需要任何可以用來辨認遺體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建立人體特徵資料庫，
那麼就能幫助辨認的程式，讓調查進行得更加順利。＂

383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1 年 11 月 29 日
http://www.bbc.co.uk/ukchina/simp/uk_life/2011/11/111129_life_tattoo_i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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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頭上佈滿東方神秘力量刺青，英男子找工作槓龜 450 次384
刺青不稀奇，但太顯眼的話可能導致求職不順。英國穆斯林哈密德（Yusuf
Hameed）的頭上前前後後有 5 個包括中國、印度、泰國圖樣的刺青，詭異的模
樣讓他去年求職連被 450 個業者打槍，連洗車工跟清道夫這類工作都不得其門
而入。來自英國巴特利（Batley）的 40 歲男子哈密德整個頭部瀰漫著東方色彩，
他的前額刺了一個佛教圖案，後腦杓有一個陰陽太極，後頸是兩個泰拳人形，
脖子下方則是一個中文字「虎」
。他說從 14 歲開始就擁有第一個刺青，以前年
輕不懂事，受迫於同儕壓力開啟了這條不歸路。但他現在非常後悔擁有這些刺
青，這讓他去年應徵的 450 個工作全部槓龜，包括洗車工及清道夫。
「當我去面
試時，我明顯感覺對方很快就把視線從我的眼睛移到刺青上。」哈密德 2013 年
5 月 17 日說；其他人看到他的刺青，總會把他歸類為是好吃懶做、不事生產的
傢伙，但他自認能力還不錯，希望業主給個機會，即只有一週的試用期也好。

(D).紋身遭人耍弄，背上出現巨大陰莖385
澳洲一名男子紋身，卻遭人耍弄，背上紋出來的不是一條龍，而是男性生
殖器。這名 25 歲澳洲男子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會紋身。最近這名男子禁不住
朋友勸說，同意紋身，他希望在背上紋出中文（陰陽）兩個字，配上龍的圖案。
沒想到，他朋友在他背上紋了一個 40 公分長的陰莖。
紋身結束後這名男子回家，脫掉衣服，向同居人展示他的紋身。他的同居
人 2010/10/27 告訴他說；他被人耍了。這名男子非常生氣，向法院提出告訴。
警方說，這名男子的朋友不是專業紋身業者，而且誘惑對方接受紋身，涉嫌欺
詐，下月出庭受審。
（按386：我國對有刺青者之就業，近已逐步開放，准報考國軍儀、樂隊兵，藉
以消除歧視眼光．為有效充實志願士兵兵源，我國國防部著手修正並預告「志
願士兵選訓實施辦法」，將准許有紋身者報考國軍儀、樂隊兵；加上今年底已
先行開放紋身者可報考憲兵，未來只剩陸軍兩棲偵蒐隊成為有刺青者唯一不得
報考單位。

384

385
386

ETtoday 2013 年 5 月 18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頭上佈滿東方神秘力量刺青-英男子
找工作槓龜 450 次-083700849.htm
奇摩新聞 2010/10/26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26/1/2fp8j.html
聯合報╱2013.12.09/記者楊湘鈞／台北報導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8347596.shtml
奇摩新聞 2010/10/26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26/1/2fp8j.html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11 月 26 日 http://tw.news.yahoo.com/巴西警方逮捕-紋身師-罪名亂紋漢字-042326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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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行之有年的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須合於一定年齡、身高、體重才
能報考，內政部也已預告將刪除相關規定；未來不論男女報考駐衛警，除了一
定學經歷要求，其他限制就僅為「身體健康，經公立醫院檢查合格」，以及「素
行良好，儀表端莊，言語清晰」。
今年（2013）初國防部已修正關於報考憲兵部分，即面積小於三平方公分的小
紋身可報考，這次再修正志願士兵體格基準，除憲兵可紋身面積再放寬至五平
方公分，也修正了原來報考儀隊兵、軍樂隊兵、政戰人員、軍法戒護、海巡署
人員等不得刺青規定，均允許面積五平方公分以下刺青，且著短衣褲不外露；
另儀隊兵身高範圍也放寬，從一七八至一九五公分，改為一七六至兩百公分。
至於女性報考部分，也刪除了摘除卵巢子宮者不得報考規定，原因是並不影響
訓練；但新增懷孕至產後六個月不得報考。

(E).巴西警方逮捕一紋身師，罪名亂紋漢字387
漢字紋身受到越來越多西方人的青睞，但是他們很多人根本不知道紋上身
的漢字是什麼意思。巴西警方最近在聖保羅逮捕一名泰國紋身師，原因是他在
顧客身上亂刻漢字紋身，含義與顧客的要求完全不符。
當地媒體 2013 年 11 月 26 日報導說，一名女顧客想在肩頭刻上「被你馴服
的一切你都要負責」
，但這名紋身師卻給她刻上「雞湯麵」（如圖 98.）三個字。
另一名女顧客想要一個「火、力量和信仰」的漢字紋身，但最終她的背上卻出
現了「泰國教堂樹」（如圖 96.）狗屁不通的漢字。
報導中沒有說明這個紋身師到底懂不懂華文漢字。（如圖 97.）

（圖 96.

387

A frase “Adoro memes bazinga” foi tatuada no lugar de
“Foco, força e fé”）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11 月 26 日 http://tw.news.yahoo.com/巴西警方逮捕-紋身師-罪名亂紋漢字-042326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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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圖 98.

A frase “Eu odeio meu trabalho” foi tatuada no lugar de “Deus
é amor” A frase “Eu odeio a minha família” foi tatuada no
lugar de “Lucrécia Santos Amaral”（mãe do rapaz）

A frase “Sopa de frango e macarrão” foi tatuada no lugar de
“Tu te tornas eternamente responsável por aquilo que
cativas”O que você acha? Comente!

註：上揭紋身，紋入不雅漢字照片，來自下揭網址>
http://jornalvdd.com/tatuador-que-escrevia-palavroes-no-lugar-de-simbolos-japoneses-e-preso-em-sao-paulo/

(F).「世界上最差的刺青」英少年刺軍士條紋變怪箭頭…388
刺青時最好慎選刺青師。英國一名少年伊里奧特（Lewis Elliott）
，原本想在
手臂刺上帥氣的軍士條紋，不過，刺青師卻疑似手藝不好，將軍士條紋刺得跟
388

每日郵報 NOWnews 2013 年 12 月 28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E4%B8%96%E7%95%8C%E4%B8%8A%E6%9C%80%E5%B7%AE%E7%9A%84
%E5%88%BA%E9%9D%92-%E8%8B%B1%E5%B0%91%E5%B9%B4%E5%88%BA%E8%BB%8D%E5%A3
%AB%E6%A2%9D%E7%B4%8B%E8%AE%8A%E8%B6%85%E6%80%AA%E7%AE%AD%E9%A0%AD-08
07448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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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一般，條紋還上下顛倒，讓伊里奧特的母親直呼這是「世界上最差的刺青」
。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 2013 年 12 月 28 日報導，伊里奧特到
這家刺青店後，想在右邊手臂刺上軍士條紋，但刺完後卻讓伊里奧特相當傻眼。
原來，刺青師不僅將條紋刺得參差不齊，還將條紋方向搞錯，變成箭頭形狀。
而伊里奧特的母親看見兒子的刺青，氣得在社群網站上發布「可怕」軍士
條紋刺青的照片，並稱這是她見過世界上最糟糕的刺青，並打算追究該店的責
任。
報導稱，因當地法令規定未滿 18 歲人士不可進行刺青，而有消息傳出，伊
里奧特到該店刺青時尚未滿 18 歲，不過，店家則強調，伊里奧特當時自稱已經
成年。目前這家刺青店也已遭到調查。

(G).公元 7 百年前蘇丹女子瘋刺青？大英博物館展刺青木乃伊389
埃及木乃伊也瘋刺青！？英國大英博物館近日發現一具有 1 千 3 百年歷史
的木乃伊大腿內側刺著一個男性名字。埃及考古學者表示，這是相當罕見的，
同時也是當時期第一個刺青證據。
根據英國《鏡報》
（The Mirror）2014 年 3 月 25 日報導，英國大英博物館將
從從 5 月 22 日到 11 月 30 日展出一系列的木乃伊展覽，不僅揭示了古代人與現
代人一樣擁有心臟病、高血壓還有口腔問題，最特別的是當時就已經出現刺青。
埃及考古學家泰勒表示，不是只有法老王才會被製成木乃伊，其實各個社
會階層的人都可以製成木乃伊，其中展出的一具木乃伊是一名蘇丹女子，她在
公元 7 百年前逝世，在她的右大腿內側有個刺青。
報導指出，泰勒說，這個刺青是由希臘古文字「M-I-X-A-H-A」組成，意思
為「Michael」代表著天使長米迦勒（Archangel Michael）
，雖然這個符號曾出現
在古代教堂中，但人們從未以刺青的形式見過它。此外，米迦勒是中世紀蘇丹
的守護聖者。泰勒和他的研究團隊相信，這是那個年代第一個刺青，但至於為
什麼這名蘇丹女子會選擇刺上天使長米迦勒，他們推測可能是想尋求神的庇
護。另外，無法得知當時的蘇丹女子裙子有多長，因此無法判斷這個刺青是否
會讓其他人看見或被當時的世人允許。

389

每日郵報 NOWnews 2014 年 3 月 25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85%837%E7%99%BE%E5%B9%B4%E5%89%8D%E8%98%87
%E4%B8%B9%E5%A5%B3%E5%AD%90%E7%98%8B%E5%88%BA%E9%9D%92-%E5%A4%A7%E8%8B
%B1%E5%8D%9A%E7%89%A9%E9%A4%A8%E5%B1%95%E5%88%BA%E9%9D%92%E6%9C%A8%E4%
B9%83%E4%BC%8A-041623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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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全身 95%刺青，加州 55 歲婦登金氏紀錄390
美國加州一個 55 歲的婦人，全身有百分之 95 的肌膚被刺青覆蓋，她登上
了金氏紀錄。
據媒體 2010 年 5 月 29 日報導；茱莉亞第一次接觸刺青，是在 35 歲，因為
過敏，她的腿上長了許多斑疹，因為想蓋掉傷疤，她開始刺青，刺青當然無法
治好皮膚病，但是成功的讓她轉移焦點，因為經驗不錯，她開始愛上了刺青，
在身體以及臉孔上刺各種各樣的圖案，連看不到的地方，都刺滿了圖案，她透
露她屁股上刺的是卡通人物，金氏記錄確認她是全世界身體上刺青最多的人。

(I).為了保持藝術新鮮感，英國紋身狂人花 30 萬進行 2 次刺青391
一名全身充滿刺青的男子輝蘭（Mathew Whelan），號稱是全英國擁有最多
刺青的男子，從臉到腳都被花花綠綠的刺青覆蓋。輝蘭為了保持藝術的新鮮感，
打算將部分刺青用雷射手術去除，把新的圖案重新弄在皮膚上，進行第 2 次刺
青。
根據英《都市報》
（Metro）據媒體 2014 年 3 月 29 日報導；34 歲的輝蘭全
身都是刺青，不僅僅是皮膚，他連眼白都有。不過，最近輝蘭打算要清除身上
的刺青，被問到為什麼要這樣做，輝蘭說為自己是一件藝術品，要保持新鮮感，
而且身上的刺青他早就看膩了，所以他要去掉一部分刺青，再重新刺圖案在身
上。
輝蘭表示，儘管有些朋友認為他瘋了，但對他來說，他的皮膚就是獨特的
畫布，
「我已經迫不及待要把新作品展現在身上了」
。輝蘭全身的刺青費用高達 3
萬英鎊（約新台幣 152 萬元）
，現在他打算要去掉部分刺青，必須花費 6 千英鎊
（約新台幣 30 萬元）
，手術還得拆成 6 次進行，等到身上的傷口癒合之後，他
才會進行第 2 次刺青。

(J).紋身遭人耍弄，背上出現巨大陰莖392
據 2010/10/26 新聞報導澳洲一名男子紋身，卻遭人耍弄，背上紋出來的不
是一條龍，而是男性生殖器。這名 25 歲澳洲男子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會紋身。
390
391

392

中廣新聞網 2010/05/29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29/1/26ims.html
每日郵報 ETtoday 2014 年 3 月 29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s://tw.news.yahoo.com/%E7%82%BA%E4%BA%86%E4%BF%9D%E6%8C%81%E8%97%9D%E8%A1%93
%E6%96%B0%E9%AE%AE%E6%84%9F-%E8%8B%B1%E5%9C%8B%E7%B4%8B%E8%BA%AB%E7%8B
%82%E4%BA%BA%E8%8A%B130%E8%90%AC%E9%80%B2%E8%A1%8C2%E6%AC%A1%E5%88%BA
%E9%9D%92-073200777.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26/1/2fp8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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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名男子禁不住朋友勸說，同意紋身，他希望在背上紋出中文（陰陽）兩
個字（如圖 99.）
，配上龍的圖案。沒想到，他朋友在他背上紋了一個 40 公分長
的陰莖。紋身結束後這名男子回家，脫掉衣服，向同居人展示他的紋身。
他的同居人告訴他說，他被人耍了。這名男子非常生氣，向法院提出告訴。
警方說，這名男子的朋友不是專業紋身業者，而且誘惑對方接受紋身，涉嫌欺
詐，下月出庭受審。

（圖 99. （圖/Grazia）

(K).帥哥男模臉上有 24 個刺青，原因是393？

（圖 100.
393

圖╱擷自「每日郵報」

聯合新聞網╱特約記者陳心瑜╱綜合報導 2014.07.18 http://udn.com/NEWS/WORLD/WOR7/88124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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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刺青是為了紀念對自己意義重大的人事物，但從 16 歲就開始刺青的
加拿大 24 歲男模 Vin Los 可不這麼想，他對刺青有更多期望。據英國《每日郵
報》2014.07.18 報導，Los 自陳「身上從第一個刺青開始就沒有什麼涵義」，他
說自己之所以不停在身上刺滿文字，是想因此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人。
目前 Los 光是臉上有 24 個刺青，大部分都是無特殊意義的詞彙，像是「東
京」、「罪惡」、「名譽」和「象徵性」等等。
這些字詞大小和字體不一，讓他看起來很像一個用麥克筆在全身寫滿字的
人。為了向大眾證明這些字真的是刺上去的而不是用筆寫的，Los 還特地錄了段
刷洗身體的影片釋疑。（如圖 100.）
Los 的頭、頸部、胸前和四肢都布滿刺青，胸口還刺上胸毛的圖案。他的第
一個刺青是運動品牌公雞（Le Coq Sportif）的圖案。他解釋，這些圖案和詞彙
對自己來說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強調：
「因為我的刺青並不是為了我自己一個人
而紋的，是希望自己的刺青可以激發大家思考」
。像是身上刺的「名譽」能讓觀
者進一步思索「名譽究竟是什麼？」Los 希望藉由刺青讓自己變成眾人凝視的影
像，並且帶給人們啟發。姑且不論這位男模是否引起大家的「思考」
，但目前他
確實已引起關注，逐步實現成名願望中。

收容人洗心革面除刺青，醫美診所義診394
法務部矯正署所轄誠正中學裡面，身上有刺青的青少年比比皆是，想要去除年
少輕狂的印記卻無力負擔，所幸有醫美診所免費義診服務。聖宜診所院長翁書
賢去年獲知誠正中學校長顏弘洺尋求協助，幫忙同學去除刺青，當成母親節禮
物，給媽媽一個驚喜。由於雷射去除刺青的費用不便宜，診所決定幫忙實現同
學的小小心願，今年誠正中學再次尋求協助，診所再次配合，雷射器材廠也共
襄義舉。翁書賢表示，誠正中學同學們的刺青千奇百怪，每個刺青都有故事，
印象深刻是有位同學身上有個「師」字，原以為是長大當老師的願望，一問之
下才知道刺青的師傅一不小心弄錯字，把「帥」刺成了「師」，令人啼笑皆非。
診所是帶著雷射器材到誠正中學出任務做公益，醫護及技術人員輪班，每次義
診都要花近 2 週時間，2 年共計替近 200 位受保護管束的青少年免費去除刺青。
聖宜診所表示，去除同學身上面積不大的刺青，一般來說，單色的刺青較易清
除，刺青顏色愈多彩、面積愈大，愈是難以去除，但是最起碼衣服蓋不到部位

394

中央社記者陳清芳 201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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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清乾淨。
值得一提的是，同學們聽說除去刺青的雷射會比刺青時還要痛，每個 要進行雷
射療程前都緊張萬分，痛到淚水在眼框裡打轉，卻也不甘示弱的咬緊牙根，令
診所醫護覺得同學們表面剛強，其實仍保有善良的赤子之心。
按：依研究；監獄收容人紋身之「次級文化」因由：
A.剝奪模式：
著名的監獄學者賽克斯（G. Sykes）於 1958 年研究美國紐澤西高度安全監獄時，
提出「剝奪模式」，認為監禁具有剝奪與痛苦的本質，而監獄次級文化正是監
獄受刑人適應監禁剝奪與痛苦的結果。這些痛苦包括(a).自由的喪失、(b).自主的
喪失、(c).安全感的喪失、(d).物質與被服務的喪失、(e).異性關係的剝奪等五種
痛苦。每一個受刑人都無可避免地須面對這些痛苦，因此，唯有經由充分融入
監獄次級文化才能降低其痛苦的感受，進而適應監獄生活，此一解釋觀點稱之
為剝奪模式。
B.輸入模式：
美國學者歐文（Irwin, 1962）提出，認為受刑人的次級文化，並非完全對監禁的
反應結果，許多價值觀念與行為態樣，均是受刑人入監前即已形成，於入監服
刑時攜帶入監。此謂之「輸入模式」。

C.順從模式：
收容人入獄服刑之後，無論是進出監獄多次的累犯或初犯，都會體認到監獄是
充滿壓力的環境，每一個受刑人在面臨壓力之後都會嚐試自我調整到自認為最
佳的適應狀態，稱為「順從模式」。

(8).澳門監獄參加第一屆「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395比賽由來；


第一屆「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比賽項目



澳門監獄代表隊比賽成績



參賽隊伍



澳門監獄代表隊名單



比賽花絮

比賽由來：
「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最早於 1997 年在美國舉行，屬國際性的賽事，目
395

澳門監獄官方網站(http://www.epm.gov.mo/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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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考驗監獄人員面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力（如圖 101.）。2009 年在美國舉行
的賽事中，參賽者共有來自 14 個地區的 1142 人。新加坡監獄署於 2007 年至 2009
年均有派隊參加賽事，並於 2009 年奪得全場總冠軍。

（圖 101.

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

（圖 102. 美國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的比賽情況）
（圖片來源：Mock Prison Riot）
為提升亞洲地區監獄人員面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力，新加坡監獄署於 3 月 8
日至 12 日首次舉辦「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
，並邀請亞洲各個地區的監獄
派員參加。最後，共有來自 4 個地區的 9 支隊伍參與。挑戰賽的比賽模式與美
國舉行的挑戰賽相似，主要讓參賽者透過比賽中的各項挑戰及任務，共同提升
專業技能。澳門監獄獄長李錦昌率領獄警人員一行 12 人參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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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比賽項目挑戰賽共設有 3 項團體賽事，
分別是「射擊賽」
、
「制止騷亂賽」以及「拯救人質賽」
。在團體賽的各個項目中，
參賽隊伍須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每個賽事的挑戰。在「射擊賽」中，參賽隊伍須
在最短時間進行定點射擊。在「制止騷亂」賽中（如圖 104.），參賽隊伍必須
在限定的時間內，戴上裝備，攜帶武器，完成滅火，突破重圍，以塑膠子彈射
擊 20 個製造騷動的目標人物，並且需迅速把受困的人員拯救出來。而在「拯救
人質賽」中（如圖 105.），參賽隊伍須在最短時間內到達拯救地點，突破障礙，
在煙霧迷漫的環境下搜救人質，並將人質帶回起點。
另外，還設有 1 項「個人專項賽」
，比賽主要測試人員的體能以及獄警的專
業技能。參賽者要完成 7 個環節，如獨自背起 1 個 100 磅的假人跑動
（如圖 103.）
，
通過 10 項極耗體能的障礙，到囚倉區進行搜索以及射擊等，能夠以最短時間完
成所有環節的參賽者為勝出。

澳門監獄代表隊比賽成績
團體賽項目

成績

1

射擊賽

第3名

2

制止騷亂賽

第4名

3

拯救人質賽

第1名

全場總成績

總亞軍

參賽隊伍
1. 新加坡監獄署緊急應變隊 A 隊
2. 新加坡監獄署緊急應變隊 B 隊
3.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A 隊
4.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B 隊
5.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C 隊
6. 香港懲教署押解及支援組 A 隊
7. 香港懲教署押解及支援組 B 隊
8. 汶萊監獄隊
9. 澳門監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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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背起 1 個 100 磅的假人跑動）

（圖 104.

制止騷亂）

（圖 105.

搜救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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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監獄參加第二屆「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
l

比賽項目

l

澳門監獄代表隊比賽成績

l

參賽隊伍

l

澳門監獄代表團名單

l

比賽花絮

第二屆「亞洲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比賽項目
挑戰賽共設有 3 項團體賽事，分別是「實彈射擊」、
「突擊搜查囚倉行動」
以及「昏暗環境拯救行動」
。在團體賽的各個項目中，參賽隊伍須以最短的時間
完成每個賽事的挑戰。在「實彈射擊」比賽中，參賽隊伍須在最短時間進行定
點射擊。在「突擊搜查囚倉行動」比賽中，參賽隊伍須要攜帶武器壓止騷動，
並且移動 1 個重達 100 磅的假人。而在「昏暗環境拯救行動」中，參賽隊伍須
在昏暗的環境中拯救 1 個重達 100 磅的假人。
另外，還設有 1 項「個人專項賽」
，比賽主要測試人員的體能以及獄警的專
業技能。參賽者要完成 7 個環節，如獨自背起 1 個 100 磅的假人跑動，通過 10
項極耗體能的障礙，到囚倉區進行搜索以及射擊等，能夠以最短時間完成所有
環節的參賽者為勝出。

澳門監獄代表隊比賽成績
團體賽項目

成績

1

實彈射擊

第8名

2

突擊搜查囚倉行動

第2名

3

昏暗環境拯救行動

第2名

全場總成績

第4名

參賽隊伍
1. 新加坡監獄署緊急應變隊 A 隊
2. 新加坡監獄署緊急應變隊 B 隊
3.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A 隊
4.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B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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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加坡監獄集管區 C 隊
6. 澳洲懲教署隊
7. 港懲教署緊急應變隊
8. 汶萊監獄隊
9. 澳門監獄隊

(9).菲國無牆監獄，自然改造人心396
在青山的懷抱下，一群穿著制服的人在大太陽底下耕作，放眼望去，一片
好山好水，令人心曠神怡，這裏是巴拉旺省著名觀光景點之一，也是菲律賓最
古老的無牆監獄。
進入唯一的大門，1 條蜿蜒的泥土路通向遠方，路上行人穿著藍、棕、橘 3
種顏色的制服，悠閒的面帶微笑走著，見到來客還會行禮；兩旁綠油油的農田
裏，一群人彎腰耕作，偶爾抬頭向訪客揮手示好。
這裏是巴拉旺省首府公主港市以南約 16 公里的伊娃希格（Iwahig）莊園監
獄，幅員 2 萬 3000 公頃，眼前這些人都是曾經犯下各種罪行的囚犯，沒有圍牆、
沒有手銬，他們的生活與一般農民幾乎沒有兩樣。
原是西班牙時期放逐犯人的地方，莊園監獄直到 1904 年美國統治時期才具
更生機構的雛形，且成為菲律賓其他監獄的糧倉，有菲國「最古老無牆監獄」
之稱。莊園監獄免費開放參觀，透過販賣囚犯手工藝品來補貼監獄開銷，由於
身邊都是囚犯，觀光客剛開始多半會感到渾身不自在，但接觸一段時間後，發
現他們其實很友善，加上有獄警遙遙監控，害怕的心情也很自然就平緩下來。
為吸引更多觀光客，監獄當局還在莊園裏一條小河邊開設了渡假村，這裏
有清涼的山泉，南洋風味的草屋，特別的是，救生員都是囚犯，據監獄當局表
示，週末前來戲水的遊客還真不少。
目前這裏「關」了來自菲律賓各地 3000 多名刑期超過 3 年的囚犯，罪名上
至謀殺下至偷竊，分為「高度危險」
、
「中度危險」和「低度危險」3 個等級管理，
高度危險者仍需關進高度監管的設施，沒有自由行動特權。
囚犯還有「官階」
，上至總督下至糾察員，協助獄方管理犯人。莊園監獄由
司法部監獄管理局管轄，囚犯們依照才能分工，有的做木工、有的務農，每月
可領 50 至 250 披索（相當於新台幣 33 到 167 元）
，閒時可以做手工藝品、採蜂
蜜賣給觀光客，甚至組成舞團為觀光客獻舞，賺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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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圍牆，少不了有人企圖逃亡，但大部份被抓回，也有一些人在企
圖逃獄時被擊斃。根據獄方提供的數字，2000 年到 2010 年的 10 年間，有 184
名囚犯逃獄成功，全菲排名第 3 多。
監管當局防範犯人逃走的唯一辦法，就是每天早午晚在監獄廣場 3 次清點
人頭。雖然如此，企圖逃獄的犯人所佔比例不多，因為莊園面積寬廣，很難逃
過警騎追捕，如果企圖翻山，則會面對虐蚊、毒蛇及野獸的侵襲，未必能活著
出去。
作為一個更生機構，莊園監獄分農、漁、林及木匠等 4 大項目，為囚犯提
供技能訓練，讓他們出獄後可以謀生，而且裏面有教堂，定期有神父來講道。
此外，只要有足夠財力，囚犯還可以把家人接進來同住。
代理典獄長艾雅拉（Guillermo Ayala）2011.07.02 向中央社記者說，監獄當
局就是透過宗教、環境、家庭及生計等 4 大元素，來改造這些曾經失足的人。
雖然莊園監獄裏環境幽美，身體行動看來沒有約束，但一名囚犯表示，他們實
際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有著心理上的圍牆，所做的手工藝品很少人買，日子
過得相當清苦。
由於伊娃希格莊園監獄「無牆」立下的範本，目前菲律賓已有 4 座同類型
的監獄，繼續著以大自然改造人心的實驗。如果來到巴拉旺省，不妨與到此一
遊，嚐試一下與囚犯同行的另類經驗。

(10).開發新客戶，英國美女銀行員前進監獄397
英國太陽報報導，跨國金融巨擘巴克萊銀行出動年輕貌美的女性客服人
員，深入英國全境 17 所監獄延攬客戶，但監所人員對如此罕見的衝業績作法頗
不以為然，批評此舉太扯。
包括專關性侵和戀童重犯監獄，依 2010/08/03 媒體報導說；巴克萊銀行派
出女性客服人員前往包括懷特島在內的 17 所監獄，為受刑人客戶開立銀行帳
戶。懷特島的「帕克赫特與阿爾巴尼監獄」幾乎都是性侵與戀童癖罪犯。HMP
獄所人員對巴克萊的作法表示反感。1 名職員說︰「他們派出年輕男女來與累犯
打交道，這不太對吧？」
巴 克 萊 則 稱 ， 他 們 致 力 為 沒 有 帳 戶 的 顧 客 提 供 「 金 融 導 入 （ financial
inclusion）」服務，而該計畫有助於受刑人學習管理自己的金錢。獄政局官員也
說，和企業與慈善團體之類的獨立機構打交道，有助於改變犯人的生活，避免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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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獄以後再犯罪。全球第 13 大、英第 4 大銀行巴克萊銀行在英國有 2000
多家分支機構，是英國第 4 大銀行，也是世界第 13 大銀行，資產總額近 8000
億美元。巴克萊銀行曾於 1990 年進駐台灣，設立台北分行，當時巴克萊集團在
亞洲以證券、資本市場業務為主，因經營情況不如預期，1995 年關閉台北分行，
此後更陸續關閉馬尼拉、漢城（首爾）分行。該行 2005 年重返台灣。

(11).在「天堂」坐牢的海盜398

（圖 106.

這裏「住著」一批索馬里海盜）

藍天、碧海、陽光、沙灘，旅遊勝地塞舌爾群島素有「人間天堂」的美譽。
俄羅斯、阿拉伯大款千金一刻來買樂；中國人忙著搞援建、投資，承建的司法
大樓 5 月初剛剛竣工驗收。BBC 記者丹斯洛 2013 年 5 月 23 日發現，這裏也「住
著」一批索馬里海盜，他們勤學英語、苦練球藝，甚至種花種草……（如圖 106.）。
海濱一邊兒，這位印度裔的小店主從來沒有聽說過蒙塔涅·波塞（Montagne
Posee）的那所監獄，不過，另一位當地人好心地告訴我，沿著長滿香蕉樹的那
條深山溝往前開車就行了。
碧藍的大海，逐漸融入遙遠的地平線。眼前的路蜿蜒陡峭。我停下車來，
找到兩位穿著黃色的連身工作服、正在裝沙子的人問路。其中拿著鐵鍬的那個
人一轉過臉來，我立刻意識到，他是
囚犯。他先是朝我要煙，然後要錢。再後來他說，
「給我什麼都行。我什麼
都沒有。我從索馬里來的。」這就是隱藏在高山之中的海盜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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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5 月 24 日安東尼‧丹斯洛，塞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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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米以下，熠熠生輝的銀色沙灘之間，點綴著高檔度假村。住在這裏的
茅草別墅，每晚價格高達 3000-4000 英鎊。高端遊客對三年前「聯合國打擊毒品
和犯罪辦公室」在這裏開設的監獄恐怕一無所知。 監獄內共有 66 名囚犯。有
些在等待接受審判，有些已經被判罪，等著被遣送回索馬里服刑。

（圖 107.

聯合國資助的關押索馬里海盜的監獄。）

「還算聰明」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首都維多利亞港看到令人大跌眼鏡的一
幕景象。遺憾的是，這樣的景象很快就將一去不返了。
維多利亞中心，有一座黑白相間、克里奧爾（Creole）風格的法院，看上去
非常雅緻。（如圖 107.）法庭外不遠，一群戴著手銬的囚犯懶洋洋地坐在長椅
上。一派狄更斯年代的景象發生在這樣明媚燦爛的陽光下，放在其他任何地方，
我都無法想像。

（圖 108.

塞舌爾是旅遊度假的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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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名索馬里囚犯，腳穿人字拖，兩人一對兒被手銬綁在一起。他們被帶入
小小的法庭內。一名法官、九名律師，身著黑衣，頭戴假髮，幾乎眼皮都沒抬
一下。
這六人是去年八月在距離此地以北好幾百英里的地方被逮捕的。那個地
方，離也門比離塞舌爾要更近。他們被控試圖登上一艘商船，在西班牙直升飛
機的援助下，荷蘭海軍將其抓獲。查爾斯·布朗（Charles Brown）是來自英國坎
布裏亞郡的大律師，從英國「刑事檢控署」借調給塞舌爾總檢察院的兩位律師
中的一位，在塞舌爾協助審理海盜。
布朗說，剛剛登上綠油油的塞舌爾島時，有些海盜看上去恐懼萬分。但是，
布朗形容索馬里人「很快樂、還比較聰明」
。布朗需要證實，這六個人確實試圖
攻擊商船獲取私利、或者被抓時駕駛海盜船。（如圖 108.）

（圖 109. 這所歷史悠久的法庭就要「退役」了。）
索馬里疑犯很少被發現帶有槍支。不過有時候，直升飛機看到他們往海里
投擲東西。他們被捕時帶有所謂的「海盜用具」
，比如抓鉤。大多數索馬里囚犯
都會辯解，自己是經濟移民、或者是漁民。不過，布朗指出，他們的船上很少
有冷藏設備、甚至漁網。曾經有一段時間，被抓的海盜太多，直接送回了索馬
里海邊。但是近來，隨著印度洋海域巡邏的加強，越來越多的海盜被判有罪。
（如圖 109.）
兩重天地？在「塞舌爾」，不久前有 17 名海盜被送回索馬里相對來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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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邦特蘭（Puntland）地區，在一所聯合國監獄內服刑。刑期一般在 10-20
年之間。迄今已經有 59 名海盜被判罪、遣送回國。「聯合國反海盜計劃署」的
艾倫·科爾（Alsn Cole）告訴記者說；大多數索馬里人厭倦了監獄內米飯、金槍
魚的伙食，能被送回國很高興。 不過他還說，另外一個索馬里人自願選擇留在
塞舌爾監獄服刑，
（如圖 110.）因為他希望能獲得英語證書。這位海盜說，在塞
舌爾監獄住一年接受的教育，比在索馬里 20 年都要多。
「查爾斯‧布朗」相信，由於海軍的參與以及對駛離索馬里海岸船隻的密
切監視，反海盜戰爭正在見到成效。海盜從來沒有登上有武裝的商船，許多商
船現在也都有安全室、或者「堡壘」
，船員可以藏在裏面繼續操控船隻。英國對
法庭的資助也起到了作用。現在，塞舌爾正在經歷一起蓋房熱。不過，俄國人
和阿拉伯人的錢也帶來了一些令人擔憂的變化。

（圖 110.有索馬里海盜選擇留在塞舌爾服刑。）
美麗的森林中、海灘上蓋起了房子。蒙塔涅·波塞的海盜監獄，並不是能夠
俯瞰塞舌爾的唯一「城堡」
。阿聯酋統治者修建的醜陋、巨大的宮殿，主導著維
多利亞的天際線。古老的克里奧爾風格的法庭就要改建成博物館了。這樣一個
人人可以親眼看到庭審、親耳聽到正義宣判的法庭就要搬家了，中國人在市邊
兒上給他們蓋好了一座巨大的新樓。
那些錢多到令人目瞪口呆的海灣國家大富翁俯瞰著自己停靠在港口中的豪
華遊艇；那些錢包鼓鼓的遊客在四面圍牆的酒店中享樂放鬆；誰成想，一批索
馬里海盜也在自己的四堵牆後研習園藝、提高足球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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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要有好享受？英國囚犯得用功399

（圖 111.

英國囚犯想在囚室內看電視，將面臨新限制）

在英國，人們一般都認為囚犯在監獄內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既有電視，
又有設施鍛煉身體。媒體也曾報道個別人士聲稱不介意被關進牢獄，因為囚犯
得到很好的對待。
不過，這種情況很快將改變；英國司法大臣格雷林（Chris Grayling）2013
年 4 月 29 日宣佈，囚犯必須用功努力才可以得到一些較佳的對待，例如可以在
囚室中看電視，和不用穿囚犯制服等。
按照英國政府推出的計劃，從今年（2013 年）11 月開始，如果囚犯只是「沒
有不良行為」是不足以換取所謂的「特權」的。他們必須努力才能得到報酬。
嚴格規定按照構想，所有囚犯起初都得穿囚犯制服，而且都不得在自己的
囚室中有電視機。（如圖 111.）
當局也會全面禁止需要付費的訂閱電視頻道。與此同時，囚犯必須工作更
長時間。
去年一份報告曾經指出，英國有接近 3 千名囚犯可以觀看衛星電視頻道，
而一些私營監獄更主動安裝這種電視系統，讓囚犯有所寄托，從而可以減少獄
吏的人數。英國司法大臣格雷林說：長久以來，人們都有一種預期，就是，囚
犯可以自動得到好待遇。這種情況不能持續下去。囚犯待遇英國關注監獄制度
慈善機構「監獄改革信托」
（Prison Reform Trust）的負責人萊昂（Juliet Lyon）
表示，停止提供訂閱電視頻道，以及禁止囚犯觀看 18 歲以上評級的電影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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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的。
不過，萊昂表示，如果用「特權」這個詞就有點誤導，因為它似乎暗示監
獄內存在著奢華享受的情況，但實際並非如此。不過，她同意，沒有人想見到
囚犯關進牢獄被看成是浪費時間的做法。

(13).蘇格蘭犯人「看電視多於改造」400

（圖 112.

犯人在服刑期間總看電視讓議員們焦慮。）

監獄裏的犯人一天到晚看電視、而不去積極行動重新做人，讓蘇格蘭的議
員們很關心。蘇格蘭議會的法律委員會 2013 年 3 月 27 日表示，服刑的犯人更
加需要培養「朝九晚五」的工作習慣，好讓他們在出獄後重新做人。他們在一
份報告裏提出，要讓犯人在服刑期間「參加專門舉辦的活動」。
據了解，蘇格蘭目前犯人「二進宮」
（第二次入獄）的數量為 13 年以來最
低，並且犯罪率也降至 37 年來的最低點。蘇格蘭政府同時希望通過制定低於三
個月的非拘役的刑期處罰，來降低「二進宮」的數量。（如圖 112.）這項由蘇
格蘭多黨派一同參與的法律委員會的成員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前往多家監獄進
行調研。他們草擬出一項新措施，以確保通過正當工作、身心調整和教育，來
達到改造的目的。 他們認為，現在服刑的犯人大多成天無事可幹。這份報告寫
道：
「一些監獄的很多犯人整天在無休止地看電視，讓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倍感擔
憂。」儘管這份報告認同犯人在休息時間看電視「完全公平」
，但他們建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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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犯人在適當看電視的同時，從事一些有益的工作」。
該委員會負責人、蘇格蘭議員格拉漢姆（Christine Grahame）說：「刑期短
的犯人更應該積極從事一些活動，來培養他們的技能。這樣可以有效地幫助他
們在出獄後重返社會。他們至少也應該培養些基本的讀寫技能、並和家人有日
常的交流吧。」

(14).漫話英倫：大官兒蹲大獄401

（圖 113.

英國大官鋃鐺入獄）

這個故事，除了刀光劍影、流血兇殺，具有最能抓人眼球的所有成分：權
力、金錢、慾望、第三者、復仇、鋃鐺入獄。
英國前能源大臣胡恩（Chris Huhue）10 年前超速駕駛，抓出妻子普萊斯頂
包。後來因為和女助手搞出婚外情而離婚。普萊斯也非「善茬」
，是英國政府的
高級經濟顧問，（如圖 113.）一怒之下將胡恩告上法庭。最後，胡恩丟了紗帽
不說，還與普萊斯雙雙以「妨礙司法」的罪名被判入獄八個月。（如圖 114.）
曾經顯貴一時的一對夫妻，成了階下之囚。故事也引起了中國網民的極大
關注。2013 年 3 月 21 日在微博網站上，許多人嘖嘖慨嘆，瞧瞧人家英國，部長
級別的大官兒，為了這麼一點兒陳芝麻、爛穀子的小事，就被送進了大牢！概
率更高其實，高官服刑，胡恩並非英國第一人。各黨各派都曾有政客因為形形
色色的罪名成為階下囚。而且，議員坐牢的概率還一度超過平頭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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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文網 蘇平 2013 年 3 月 22 日
http://www.bbc.co.uk/ukchina/trad/uk_life/tenglong/2013/03/130322_tenglong_suping_huh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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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斯通豪斯的假死案子很離奇不信？我來給你述古論今、算筆細賬。）

20 世紀初，自民黨議員雅比斯．貝爾福（Jabez Balfour）因為「物業詐騙」
被判入獄 14 年。更加離奇的一樁案子是，1974 年，部長級別的工黨議員約望．
斯通豪斯（John Stonehouse）在邁阿密海灘留下一堆衣物製造假死，和情婦跑到
澳大利亞逍遙、躲避英國債主。1976 年，斯通豪斯以詐騙等罪名被判入獄七年。
1988 年斯通豪斯去世，以後又過了 20 年，他還被曝曾為共產捷克作間諜！
再比如，1999 年，前內閣大員、保守黨人喬納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
因做偽證、妨礙司法被判入獄 18 個月；2001 年，百萬富翁、著名小說家、保守
黨人傑弗裏．阿徹（Jeffery Archer）也因為做偽證、妨礙司法被判入獄四年。（如
圖 115.）
往近裏說，還記得前兩年鬧得沸沸揚揚的議員報銷醜聞嗎？那以後，總共
有四名下院議員、兩名上院議員因為報銷做手腳進了女王陛下的監獄。其中就
包括上院議員華威泰勒勛爵（Lord Taylor of Warwick）。
2011 年，他因報銷有誤坐牢三個月。當時，英國上院大概有 700 名議員，
下院有 650 名議員，坐牢的議員幾乎佔到 0.6%。而普通百姓呢？英國總人口 6
千多萬，監獄人口剛過 8 萬，囚徒只佔總人口的 0.13%。你看，這樣算下來，當
年，議員坐牢的概率豈不相當於百姓的四倍？

（圖 115.

泰勒勛爵：坐牢要有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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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難過；高級幹部坐牢，會不會「吃小灶」？比如，被送到特殊監獄、
享受特殊待遇呢？胡恩被送進位於倫敦南部的旺茲沃斯監獄。這是英國最大的
一所監獄，共關押有囚犯 1600 多名，且臭名昭著，曾被形容為英國「最糟糕的
監獄」。
2011 年監獄檢察報告批評旺茲沃斯監獄對許多囚犯的處置「有損人格、不
夠安全」
。那麼，監獄裏的生活怎樣呢？對這個問題，曾經在倫敦貝爾馬什監獄
服刑的喬納森．艾特肯很有發言權。不久前，BBC 第四頻道的旗艦新聞節目「今
日」把他請進了演播室。艾特肯記憶最深的是，從判決的那一瞬間，就成了一
個罪犯，有生以來第一次戴上手銬。從走出法庭、步入囚車的那一刻起，
「去人
性化」的過程就展開了。
他記得，同坐一輛囚車的犯人嘔吐、車裏臭氣熏天；他還記得，步入監獄，
同來自倫敦四面八方各所法庭的囚犯一道在被稱作「籠子」的接待室內等候。
然後被脫了衣服搜身、取指紋、拍照。有些新犯人當場暈倒、發瘋。 但是他說，
隨著時光推移，囚犯會逐漸認識到，自己的處境「可能是自找」的，然後就開
始接受「冷酷的現實」了。

（圖 116.

胡恩：昔日能源大臣，今日階下之囚）

「人人平 等」；至於監獄裏的伙食，雖然 2011 年的監獄檢察報告說，「頗
不尋常的是」
，沒有多少囚犯抱怨伙食標準，但是，曾經在旺茲沃斯坐牢的泰勒
勛爵最難忘的，卻是「麵包，除了麵包還是麵包，毫無味道的麵包。」泰勒勛
爵建議胡恩進了監獄一定要「端正態度」。他說，千萬「不要裝腔作勢」，這一
點非常重要，因為監獄內「人人平等」。
僅有的一點特殊待遇？泰勒勛爵說，由於他是著名人物，本來可以根據「第
43 條規定」選擇住單間兒。但是，他建議胡恩不要這樣做。他說，
「我沒住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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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了其他囚犯的尊敬，贏得了許多同情、好感」勒講了這樣一個笑話。初進
牢房，聽到其它囚犯在猜新來的勛爵大人會不會去住單間，他回答說，「不會
的」
。別人問「你怎麼知道的？」他說，
「我就是泰勒」
，這一下子，就和其它難
友破了冰。泰勒說，住監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幽默感。第一晚最難過，到了
第二個月，基本上就適應啦。政客住監獄也好「好處」。泰勒樂觀地說，「我在
監獄裏交的朋友可能比在議會大廈還要多！」（如圖 116.）
回想阿徹、艾特肯，出來後都曾將獄中的經歷著書出版。或許，胡恩也可
以多寫點兒日記，為以後留一手？

(15).韓人魔，可能移往頂級監獄服刑402
南韓京畿道水原市去年 4 月發生女子分屍案，最高法院 16 日已判處凶嫌－
中國大陸籍朝鮮族男子吳元春無期徒刑。由於他可能移往有頂級飯店設備的天
安外國人矯導所入監服刑，遭各界抨擊。
南韓媒體 2013 年 1 月 20 日報導，吳元春去年 4 月在水原市當街擄走 1 名
28 歲女子，性侵後分屍，震驚南韓社會。一審法院去年 6 月判他死刑；二審法
院則於 10 月改判無期徒刑。
位於忠清南道天安市的外國人矯導所（監獄）占地面積達 41 萬 3257 平方
公尺，由 49 棟建築物組成，可收容 1230 名受刑人。牢房採宿舍形式構築、床
鋪為上下舖，還備有視訊電話和圖書館等，可說是頂級飯店規格。
外國受刑人依據國籍、宗教等分開收容，所供飲食有麵包、沙拉等符合外
國人口味的餐飲，還可收聽中、英、俄、阿拉伯語的廣播。
有媒體報導表示，若以韓國男性平均年齡為 77.6 歲來看，現年 43 歲的吳元
春若真的入住此監獄待上 30 幾年到死為止的話，預估納稅人恐將花費 7 億多韓
元來供養這名殺人魔。
但吳元春真正進入天安外國人矯導所服刑的機率不高，因為刑期較長的受
刑人多半會移往大田的監獄服刑；天安外國人矯導所主要收容的是行為良好的
受刑人。南韓尚未完全廢除死刑，但自 1997 年後未曾執行。

(16).阿根廷女子戀上「殺姐兇手」；監獄中舉辦婚禮403
阿根廷男子辛格拉尼（Victor Cingolani）2 年前涉嫌謀殺 20 歲模特兒女友

402
403

央社 2013 年 1 月 20 日 http://tw.news.yahoo.com/韓人魔-可能移往頂級監獄服刑-063414114.html
ETtoday 2012 年 12 月 22 日 http://tw.news.yahoo.com/ 阿 根 廷 女 子 戀 上 - 殺 姐 兇 手 - 監 獄 中 舉 辦 婚 禮
-022200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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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安娜（Johana Casas），被判處 13 年徒刑。令人不可思議的是，喬安娜的妹妹
伊蒂絲（Edith Casas）竟然愛上這位「殺姐兇手」
，不僅相信他是清白的，還決
定在獄中舉行婚禮。
據《每日郵報》2012 年 12 月 22 日報導，喬安娜與伊蒂絲是一對貌美如花
的孿生姐妹，來自阿根廷聖克魯茲省皮科‧特倫卡提德市（Pico Truncated）
。2010
年 7 月 16 日，剛過完 20 歲生日沒幾天的喬安娜，在外出遊玩時，胸前竟連中 3
槍當場身亡。當地警方在喬安娜屍體附近發現一根煙蒂，經對殘留唾液的 DNA
檢查，確認是辛格拉尼留下的，隨即逮捕審查。
經過警方調查發現，早在喬安娜遇害身亡之前，辛格拉尼就腳踏兩隻船，
同時和姐妹花交往，而喬安娜發現自己陷入三角戀中後，決定離開辛格拉尼，
不料招惹殺身之禍。經過近 2 年的審理，當地法庭年 6 月宣布辛格拉尼謀殺罪
行成立，判處坐牢 13 年。
據報導指出，伊蒂絲始終相信男友是清白的，不顧家人的反對，決定 21 日
在當地市政廳登記結婚，並在聖克魯茲省（Santa Cruz）的監獄中舉行婚禮。
他無辜！阿根廷一女模欲嫁殺死其雙胞胎姐姐兇手404；據澳洲《每日電訊
報》12 月 21 日報導，2010 年 8 月，阿根廷男子維克多．辛格拉尼（Victor Cingolani）
被控謀殺模特女友喬安娜．卡薩斯（Johana Casas）獲刑 13 年，但他稱自己是無
辜的。現在，他欲在聖克魯茲省（Santa Cruz）監獄中娶卡薩斯的雙胞胎妹妹伊
迪絲．卡薩斯（Edith Casas）。
辛格拉尼說，他和伊迪絲已經獲准結婚，他們決定在監獄中舉行婚禮以免
媒體干擾。但伊迪絲與喬安娜的母親馬瑟琳娜．奧萊拉納（Marcelina Orellana）
發誓，她將竭盡所能阻止伊迪絲的婚禮。她說，
「我們知道這很難，因為她已經
是成年人，但我們將訴諸法律，精神病專家會為伊迪絲進行檢查。令我們最擔
憂的是，她不知道自己在做什麼」。
但伊迪絲堅稱，辛格拉尼受到不公正審判，他不可能殺死姐姐。伊迪絲還
說，「母親不能說我需要精神病醫生，因為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什麼。」

(17).破百年禁制，英國受刑人可投票405
經過與歐洲人權法庭長期抗衡，英國政府終於放棄申訴，同意讓在監服刑
囚犯行使投票權。這是 140 年來，英國在監服刑人首次能夠投票。從 1867 年開
404

405

NOWnews 2012 年 12 月 21 日 http://tw.news.yahoo.com/他無辜-阿根廷-女模欲嫁殺死其雙胞胎姐姐兇手
-073043197.html
中國時報 2010/11/0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103/4/2g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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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英國全面禁止在監獄受刑人參與投票。這項法規，近年來廣受人權團體和
主張獄政改革者挑戰。2004 年三月歐洲人權法庭裁決英國政府全面褫奪受刑人
投票權，「歧視」且「不合法」，並鼓勵英國受刑人向英國政府求償。
不服此裁決，英國政府多方申訴，經過長期抗衡，卡麥隆政府終於接受英
國無法改變歐洲人權法庭裁定的事實。且為避免英國納稅人支付估計高達五千
萬英鎊（約廿五億台幣）的賠償費，英國只有解除受刑人投票限制，執行細節
尚待進一步釐定。歐洲委員會有四十七個成員國，其中約四成國家，對受刑人
的投票權未予限制。大部分國家對特定受刑人的投票權利加以限制。法國和德
國的法院則依個案決定是否褫奪其投票權。
像英國這種全面禁止受刑人投票的國家，在歐洲委員會中屬於少數，其他
一旦入獄服刑便失去投票權的，還包括亞美尼亞、保加利亞、愛莎尼亞、匈牙
利和羅馬尼亞。英國「監獄改革信託會」副執行長杜伯森（Geoff Dobson）對政
府的決定表示歡迎。他於 2010/11/02 指出；在現代獄政系統中，服刑人應擁有
權利與責任，「犯人失去的是自由，不是他們的身分。」

(18).柏林監獄客滿：請稍後再預約牢房406
柏林的年輕罪犯最近前往市內一所監獄入監前卻遭到拒絕，獄方還提供他
們日後「訂房」的服務，據一名柏林市官員表示。位於柏林「李赫登拉得」區
的這座監獄原本設立的目的，是要在長達四週的拘留生活中，讓少年犯受到「短
暫且劇烈的震撼」，警告他們不要養成犯罪的習慣。
但近來法院判決的數目，卻遠遠超過了監獄內的三十三個床位。德國經常
讓罪犯自法庭上自由離開，並在他們方便時自行向監獄報到。據柏林市司法首
長「馮德奧」女士 2008 年 3 月 9 日表示；去年有 4 分之 1，或 323 名準備排隊
進入該所監獄服刑的少年犯，遭到獄方拒絕入獄。排在隊伍最後面的少年犯則
甚至拿到了「入獄預約保證」。德國的一般監獄無權收容少年犯。

(19).地鐵男持刀挾女，求吃牢飯407

406
407

自由電子報 2008 年 3 月 10 日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4 月 30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430/35799826/%E5%BE%AE%E5%8D%9A%E7%
86%B1%E9%BB%9E%EF%BC%9A%E5%9C%B0%E9%90%B5%E7%94%B7%E6%8C%81%E5%88%80%E6
%8C%BE%E5%A5%B3%E6%B1%82%E5%90%83%E7%89%A2%E9%A3%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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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上海青年自稱為了吃免錢牢飯，前晚竟在地
鐵內持刀劫持女路人。）

上海一名年輕男子前晚（2014 年 04 月 29 日）9 時許竟手持一把 30 公分長
刀，在地鐵站內劫持一名路過的年輕女子，女孩當場嚇得淚流滿面。（如圖 117.）
部分勇敢路人上前勸說，男子不願鬆手要求路人報警。僵持兩個多小時後，女
孩終於獲救，而男子被捕後稱，自己因兩天沒吃飯，所以想藉劫持人質以便入
監吃牢飯。
此荒唐事件曝光後引發熱議，有網友稱：
「把刀賣了就能買兩個包子填飽肚
子」
，也有網友諷刺：
「想吃飯就去坐牢？難道不知菊花會不保（遭性侵）嗎？」

(20).誓言不讓孩童在監獄中成長，尼泊爾婦人獲 CNN 年度英雄408
每年都會選出「年度英雄」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 2012 年 12
月 2 日正式揭曉「英雄」的真面目；致力於幫助在獄中生活的孩童、引導他們
走出人生道路的尼泊爾婦女布蘇帕．巴斯奈特（Pushpa Basnet），成為今年獲得
此項殊榮的最佳人選。
由於經濟貧困、政府所有的少數團體住宅空間有限，許多尼泊爾的小孩只
能跟隨坐牢的父母親，在監獄中度過童年時光。為了讓這些孩童可以獲得妥善
的照顧及良好的教育，現年 29 歲的尼泊爾婦女布蘇帕．巴斯奈特在首都加德滿
都（Kathmandu）成立「兒童之家」
，並為尚不能與父母分開生活的幼童設計「日
間照護計畫」，希望能還給這些孩子一個正常生活的機會。
408

NOWnews 2012 年 12 月 4 日 http://tw.news.yahoo.com/誓言不讓孩童在監獄中成長-尼泊爾婦 人獲 cnn 年度英
雄-041058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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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蘇帕‧巴斯奈特的善心之舉，讓她在 CNN 網站長達 9 週的投票時間中，
高票獲選為 2012 年度 10 大英雄之一，不但可以獲得獎金 5 萬美金（約新台幣
145 萬元）
，還額外獲得 25 萬美金（約新台幣 726 萬元）的資助金。巴斯奈特對
此表示，她始終秉持著「確保沒有孩童在監牢中長大」的信念，希望能和政府
一同合作，帶領孩童走出監獄，擁抱更美好的未來。

(21).美國司法存在嚴重種族不平等409
「人權觀察」組織今天（2011/01/24）抨擊美國的刑事司法制度存在「嚴重」
種族不平等，移民與反恐政策也有諸多缺點。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在「2011 年世界報告」中指出，美國的監獄系統中，非拉美裔黑人男性
遭監禁人數，是非拉美裔白人男性的 6 倍以上。根據 2009 年 6 月的最新數據，
美國目前仍為全球受刑人數最多的國家，囚犯總數高達 229 萬 7400 人。
報告說，在 2009 年，25 到 29 歲的黑人男性，10 人當中有 1 人被關押在監
獄；而在拉美裔男性當中，每 25 人有 1 人坐牢。相較之下，白人男性則為每 64
人有 1 人。人權觀察並指出，美國為解決種族不平等問題，已採取一些積極性
作為，包括通過新立法，減輕古柯鹼毒品犯的判刑。
報告還說：
「美國人享有廣泛的公民自由權，且擁有立場超然及制度健全的
聯邦與州法院系統。不過，某些系統的持續疏失，損害美國的人權紀錄，特別
是刑事司法與移民制度，以及反恐相關法律與政策。」
報告並且指出，儘管美國白宮承諾要解決這些制度疏失，
「但進展卻一直很
慢；在某些領域毫無進展」。

(22).美國最老人犯，獄中自然死，終年 94 歲410
美國最老死刑犯日前（2010/02/14）自然死於監獄牢房中，終年 94 歲。美
國亞利桑那州獄政當局表示，現年 94 歲的死刑犯「納許」是（當地時間）週五
晚上在州立監獄中去世。「納許」犯案累累，最早可追溯到 1930 年，當時他年
僅 15 歲就持槍搶劫，後來在 1947 年開槍射殺員警，在監獄中蹲了 25 年，1977
年，又因搶劫、謀殺，被判兩個無期徒刑，直到 1983 年，他因越獄後開槍射殺
一名店員，隨後被捕，依一級謀殺罪而被判死刑，不過他多次上訴，因此死刑
一直沒有執行。
他的律師說，
「納許」雙耳已聾，雙眼幾乎失明，而且精神不健全，又有老
409
410

法新社布魯塞爾（譯者：中央社楊樹根）2011/01/2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125/19/2ldr0.html
廣新聞網 2010/02/1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215/1/20lr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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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癡呆症。上週五已自然死於監獄牢房中。

(23).獄友兼差，設計專屬牢房讓你蹲411
義大利多家室內設計公司與 位在 Spoleto 的監獄合作，設計監獄概念的住
宅。翻攝 designboom 網站根據 designboom 網站 2014 年 05 月 18 日報導；義大
利多家室內設計公司與位在 Spoleto 的監獄合作，透過 10 年來觀察、訪談獄友
的生活方式，打造出小空間多功能的監獄住宅空間。特別的是，獄友們也能參
與室內設計討論！（如圖 118-121.）
按：依研究；受刑人長期監禁之定義及特點：
美國對於長刑期受刑人之界定以持續 5 年監禁作為長期監禁者，我國對於長刑
期受刑人之界定；以宣告刑期為無期徒刑及 10 年以上之受刑人作為長期監禁受
刑人之界定標準，長刑期受刑人共同特點如下：
一、過去在監獄服刑紀錄中出現很多嚴重違規行為。
二、犯罪被害人、出獄後的社區、法院及執法 者強烈反對其釋放。
三、欠缺外界的協助。
四、受刑人本身欠缺認真及持續悔改向善的努力。

（圖 118.

411

空間雖小，但比起真正的監獄更多了人性化。
翻攝 designboom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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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空間雖小，但比起真正的監獄更多了人性化。
翻攝 designboom 網站）

（圖 120. 多功能的監獄住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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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草圖概念即是參考獄友們在監獄生活的經驗而畫的。）
（翻攝 designboom 網站）
這名為 freedom room 的住家設計，以個人對生活的最低限制出發。2003 年
開始和 Spoleto 監獄合作，透過訪談了解獄友在有限空間的居住經驗，以監獄狹
窄的環境作為設計基礎，兼具臥房、廚房、辦公等需求，而屋內的家具採折疊
式，避免佔用空間。（如圖 121.）
此外，為了讓獄友們也能參與室內設計過程，在監獄中開設教育課程，培
訓建築、室內設計等專業知識，也讓他們擔任設計公司的顧問，提供自己在監
獄的居住意見，讓狹窄的監獄住宅空間能比真正的監獄多些人性化！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監獄「次級文化」之剖析：
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文化，不同的族群也會形成不同的文化，換言之，不同的
人口成員、區域以及價值觀念，就會形成獨特的文化。因此，監獄也不例外會
形成獨樹一格的文化，由於與一般社會文化不盡相同，所以稱為，「監獄次級
文化」或「人犯次級文化」。
我國監獄次級文化包括：
（一）、暗語使用。
（二）、人犯編號與綽號運用。
（三）、人犯的階級。
（四）、人犯的派系。
（五）、人犯規矩。
（六）、領導者與領導地位（領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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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沙漠惡魔島猶如地獄！揭密最安全卻也最危險的監獄412…

（圖 122.

設有全美戒備最森嚴、管理最嚴格、設備最先進的專門用
於關押最危險男性囚犯的 ADX 佛羅倫薩監獄，被認為是世
界上最安全的監獄，人稱這座神秘的堡壘為「落磯山脈的
惡魔島」。）

有『恐怖牧師』之稱的埃及涉恐穆斯林牧師阿布．哈姆扎（Abu Hamza）日
前在紐約法庭被判定 11 項恐怖主義指控，將面臨終身監禁。自 2012 年被引渡
至美後，一直關押他的世界上最戒備森嚴的監獄──美國 ADX 佛羅倫薩監獄，
再次引發關注。
根據中新網 2014 年 5 月 25 日報導，很多人聽說過美軍用於關押恐怖嫌疑
人員的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監獄，但沒有多少人知道，在科羅拉多州境內洛基
山腳下的一片荒漠裡，設有全美戒備最森嚴、管理最嚴格、設備最先進的專門
用於關押最危險男性囚犯的 ADX 佛羅倫薩監獄，其在聯邦監獄分級中被列為頂
級的『超高度安全級別』（Supermax），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監獄。（如圖
122.）
人稱這座神秘的堡壘為『落磯山脈的惡魔島』
，其內關押著『恐怖牧師』阿
布•哈姆扎、『鞋子人彈』理查德．里德（Richard Reid），以及『9．11』恐怖襲
擊嫌犯扎卡利亞．穆薩維（Zacarias Moussaoui）等危險分子。
美國政府很少公開談及這所頂級監獄，因此高牆裡面的情形鮮為人知。據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ADX 監獄目前關押有 490 名已被宣判有罪的恐怖份子、

412

今日新聞網大陸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2014 年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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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派頭目及新納粹分子。許多囚犯都是因為在其他監獄殺死囚犯或獄警而被轉
移到此的。
這座監獄占地約 14 萬平方公尺，鐵絲網圍欄高達 3.66 公尺。此外，還有鐳
射防護、壓力墊以及攻擊犬等，建造費用達 6000 萬美元。自 1994 年投入使用
至今，從未有一個罪犯成功越獄。
囚犯每天 23 小時待在 7.8 平方公尺的牢房中，床、桌子以及凳子都被固定
住，裡面有淋浴和衛生間。黑白電視可提供各類宗教服務，廣播有 50 個頻道。
每個牢房有一個窄窗，只能看到內庭一角和一小片天空。每個囚犯可獲得《今
日美國報》，當然許多文章被剪切掉了。
報導稱，表現良好的囚犯擁有額外特權，比如每月 5 個小時打電話的時間，
或獲準在單人鍛煉場所進行體育鍛煉等。同時，監獄圖書室有 158 本阿拉伯書
籍以及 320 套伊斯蘭教影片，囚犯有權在牢房內進行宗教祈禱，並保留念珠、
地毯、頭飾等。
據哥倫比亞廣播公司報導，獄中牢房分為不同等級，其中關押在 H 單元的
囚犯，除了按照事先批准的名單與家人、朋友和律師見面外，與外界沒有任何
其他聯繫。他們不准集體活動，彼此間唯一的聯繫方式就是透過廁所或者水槽
的水管大聲喊話。
D 單元則被稱為『爆炸案犯區』
，曾關押過已被執行死刑的奧克拉荷馬城爆
炸案犯麥克維等。如果囚犯不守規矩，他們就可能被關入 Z 單元。在這裡，沒
有電視可看。對於這些與外界已經沒有很多聯繫的囚犯而言，這算是非常嚴厲
的懲戒方式了。但在這所極限管理監獄裡，還有一處堪稱『超極限管理』的特
別區域，即所謂的『13 區』
，1993 年美國世貿中心爆炸案策劃者拉姆齊．優素
福（Ramzi Yousef）就是達到這種危險級別的囚犯。這裡的犯人沒有機會接觸任
何人，包括獄警在內。前 ADX 監獄典獄長羅伯特•胡德（Robert Hood）說：
『我
不知道地獄是什麼，但我確實知道，對於一個自由人而言，這所監獄和地獄非
常相像。

(25).南韓人壓力大，願花錢「入獄」413

413 蘋果日報 2014 年 05 月 21 日（施旖婕／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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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南韓人壓力大，願花錢「入獄」）

（圖 124.

與世隔絕的監獄環境）

南韓人壓力大願花錢「入獄」
；這間「監獄」名為「Prison Inside Me」
，讓顧
客可以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反省生活。翻自美國《華爾街日報》都市人承受不
少生活壓力，但南韓就有商家想出以監獄為主題的減壓中心，讓壓力過大的人
得以「入獄」，逃避世俗煩囂。（如圖 123.）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2014 年 05 月 21 日報導，這間「監獄」名為「Prison
Inside Me」
，在去年 6 月落成，距離首爾約 90 公里遠，佔地約 87,000 平方公尺。
每名顧客只要付上 15 萬韓圜（約新台幣 4100 元）
，就可嘗試 2 晚牢獄生涯，讓
顧客可以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反省生活。（如圖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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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創辦人權勇錫（譯音）曾經在 1990 年代出任檢察官，有感於工作壓力
大，人生彷彿不受控制，於是萌生到監獄避世念頭，因此興建監獄減壓中心，
讓「在囚人士」透過冥想、靈修以及小組活動，學習解放自己。
「在囚人士」可
透過冥想、靈修以及小組活動，學習解放自己。翻自美國《華爾街日報》
紓解生活壓力，南韓人「體驗坐牢」414；從升學到就職再到職場生活，南
韓人的生活壓力，堪稱世界第一。現在在南韓，甚至出現「監獄體驗」的活動，
用一個禮拜的時間把自己隔離起來，據說可以淨化心靈、消除壓力。
拉開鐵門，大家想過，在監獄裡過生活嗎？NHK 記者：「體驗者來到這裡，
要把手機等私人物品，全部寄放，換穿這裡的制服，在這邊的單人房過生活。」
換上樸素的囚服，住進這間只有洗手台和馬桶，其他什麼都沒有的 1.3 坪單
人牢房，就連門鎖都是從門外鎖上，整個走廊看起來，跟牢房真的沒兩樣。這
個住宿設施，位於南韓洪川，距離首爾兩個小時車程，它的名字就叫「我心中
的監獄」。原來南韓人生活壓力太大，已經到了想住進監獄的地步。
南韓考生：「K 書的時候，連上廁所的時間都沒有，為了準備聯考，我苦
讀一年，絕對不能出任何差錯。」
在南韓，升學是壓力、就職也是壓力，就算找到工作，壓力依舊存在。體
驗者：「我從早忙到晚，每天工作 12 小時以上，身心靈都淘空了。」為了讓自
己，擺脫窮到只剩下工作的生活，於是有人想到監獄住上一禮拜，每天三餐都
是粗茶淡飯，晚上 10 點就寢，白天六點半起床。唯一的娛樂，可能只有和其他
房客分享心情的時間。體驗者：「我經營公司，事業版圖不斷擴張，但是越來
越覺得精神疲累。」
體驗者：「自從老公病逝之後，我連和人見面都覺得討厭。」每天過著規
律卻又無憂無慮的生活，擺脫日常的枷鎖，享受著一個人的平靜自由。體驗者：
「難以形容的清爽。」 一個禮拜後，神清氣爽。南韓的監獄體驗，或許是紓解
生活壓力的的新嘗 試。

(26).美國與阿富汗游擊隊換俘，囚禁五年的美國士官獲釋415
414

415

TVBS 2014 年 9 月 5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7%B4%93%E8%A7%A3%E7%94%9F%E6%B4%BB%E5%A3%93%E5%8A%9B
-%E5%8D%97%E9%9F%93%E4%BA%BA-%E9%AB%94%E9%A9%97%E5%9D%90%E7%89%A2-13380080
8.html
中廣新聞網中廣新聞網 2014 年 6 月 1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5%9C%8B%E8%88%87%E9%98%BF%E5%AF%8C%E6%B1%97
%E6%B8%B8%E6%93%8A%E9%9A%8A%E6%8F%9B%E4%BF%98-%E5%9B%9A%E7%A6%81%E4%BA
%94%E5%B9%B4%E7%9A%84%E7%BE%8E%E5%9C%8B%E5%A3%AB%E5%AE%98%E7%8D%B2%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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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阿富汗游擊隊換俘 囚禁五年的美國士官獲釋；美國與阿富汗塔里班
游擊隊交換戰俘，用五名關達納摩美軍監獄的受刑人，交換被阿富汗游擊隊囚
禁了五年的美國士官（伯格達爾）。（伯格達爾）是伊拉克與阿富汗戰爭中，最
後一個獲釋的美國戰俘。
美國特種部隊昨天（2014 年月 31 日）深夜在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交界
的地點，接到美國中士（伯格達爾），（伯格達爾）上了美軍直昇機之後，在紙
上寫下（SF 問號）幾個字，意思是問對方是不是美國特種部隊，一名同袍大聲
的回答：是的，我們找你已經很久了，（伯格達爾）痛哭失聲。
伯格達爾獲釋的同一時間，居中協調的卡達當局，也派官員到關達納摩，
提領被拘禁在當地美軍監獄的五名阿富汗游擊份子。
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說，他事前把與阿富汗游擊隊換俘的決定，照會過美
國國會，白宮發表聲明，說終於等到（伯格達爾）回家，美國全民同感欣慰。

(27).監獄改裝飯店，旅客體驗囚犯待遇416
前蘇聯共和國拉脫維亞將老舊的監獄改裝成飯店，吸引不少背包客或好奇
的民眾前往住宿，但是每位入住的房客都必須服從飯店的規定上手銬腳鐐，甚
至必須忍受身穿軍服的服務人員大聲吆喝，而一晚入住費用僅台幣 456 元。
軍人的吆喝貫穿天際，一群觀光客默然無聲地排隊站好，乖乖聽話，這裡
是興建於 1900 年代的拉脫維亞卡羅斯塔監獄（Karosta prison）；它是當初蘇聯
時期專門囚禁犯人的恐怖監獄，但如今重新裝潢成為卡羅斯塔監獄酒店，已化
身為當地民眾與國外觀光客到當地必定前往嘗鮮的新景點之一，因為這裡有著
獨一無二的囚犯待遇「客房服務」。
據媒體 2013 年 6 月 20 日報導；飯店裡，不論是房間或是床鋪，都還保留
當初的原貌，簡單又破舊的床單與床墊擺在地上，房間內只有鐵條隔著外面世
界，一覺醒來後，早晨能夠享受到的美味餐點不是吃到飽的 buffet 或咖啡，而是
提供給犯人的清一色簡單餐點。
每一位入住的房客，事先還必須簽下一紙「賣身契」，表明住宿期間，得
按照飯店規定，包括被上手銬，或得受身著軍服的客服人員，突然飆罵三字經
或是動手推擠。換句話說，在住宿期間，每個人只能當個乖乖聽話服刑的囚犯。
住宿一晚每人費用 8 拉脫維亞幣，僅約台幣 456 元。詳請點下揭網址瀏覽

416

%87%8B-234802751.html
奇摩新聞 2013-06-20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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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dn.com/NEWS/WORLD/WOR4/7973569.shtml

(28).特權不再，智利將關閉高官豪華監獄417
智利總統品尼拉（Sebastian Pinera）2013 年 9 月 26 日宣布，他將關閉專門
用來囚禁獨裁時代政府官員的豪華監獄。這些官員大多犯下違反人權的罪行，
但在豪華的獄中卻享有網球場、烤肉場、甚至游泳池等高級設備。
前獨裁者皮諾契特（Augusto Pinochet）在 1973 年至 1990 統治智利，他和
他的政府官員犯下了屠殺和侵犯人權等罪行。而這些官員大多被囚禁在柯地艾
拉監獄（Cordillera prison），比一般犯人享有更好的待遇，包括個人囚房、熱水
以及可以接觸到天然光線等。
根據品尼拉政府在 2011 年公布的統計，在皮諾契特執政期間，至少有 4 萬
人遭到屠殺、虐待和監禁，其中死亡人數為 3,095 人。品尼拉表示，考量法律之
前人人平等，他決定關閉在 2004 年建造的柯地艾拉監獄。
柯地艾拉監獄興建之初就遭受批評，而民眾的憤怒在 25 日達到最高點，起
因是一名被判刑 144 年的前官員支持者，竟然試圖在監獄中舉辦烤肉大會。
對於智利政府的決定，前總統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表示歡迎。巴舍
萊是智利史上第一位女總統，也是皮諾契特獨裁統治時的政治受害者，曾被關
押在集中營。巴舍萊將參與 11 月 17 日的總統大選，而且支持度保持穩定領先

(29).獲准外出工作，英國囚犯獄外開娼館418
情況顯示，獲准日間外出工作的英國外役監獄囚犯辛赫（Rashpal Singh），
6 個月來召集了 1 批東歐娼妓，在外開起了妓院。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今天（2010.08.14）報導，獄方以為，28 歲的辛赫每週 6 天都在 1 家輪胎修理公
司上班，賺取最低工資。
實則他在南約克郡（South Yorkshire）羅瑟罕（Rotherham）的 1 座連棟房
屋中經營娼館，每月進帳數千英鎊，而且長達 6 個月未被發現。直到警方接獲
線報，在他身上查獲 2000 英鎊現金和大量大麻，才將他逮捕。
獄方這種離譜的疏忽遭到 1 名法官責難，這名法官並將辛赫原本因嚴重竊
盜罪而獲判的 6 年徒刑延長兩年。辛赫對經營娼館已認罪，他在 2009 年 4 月獲
准離監工作時，僅服滿 1 年又 11 個月刑期。

417

418

中央廣播電台作者：楊明娟 2013 年 9 月 27 日 http://tw.news.yahoo.com/特權不再-智利將關閉高官豪華監獄
-000600012.html
中央社 2010.08.14 http://udn.com/NEWS/WORLD/BREAKINGNEWS5/5786226.shtml
400

頓卡斯特市（Doncaster）莫蘭外役監獄（MoorlandOpen Prison）為配合使
受刑人回歸社會的計畫，而為辛赫安排了修理輪胎的工作。當時他雖然僅服滿
1/3 原刑，仍可 1 週離監 6 天，自清晨 5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為止。
獄方以為，他 1 天工作 8 個小時，其他時間都花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如
今雪菲爾（Sheffield）巡迴刑事法院得知，他白天離監後都忙於物色主要來自東
歐的娼妓，並在娼館中坐鎮。

(30).美國加州最賺公僕，監獄精神醫師419
根據 2011/07/06 公布的薪資調查數據，2010 年賺最多的加州公務員，是在
人滿為患監獄體系工作的 1 名首席精神科醫師。
彭博社報導，根據加州主計長江俊輝公布數據，未公布姓名的這名醫師薪
水在 26 萬 1408 到 30 萬 8640 美元間，總收入高達 83 萬 8706 萬美元。
根據主計長辦公室，他的總收入包括津貼及未休病假與假期折算獎金。但
江俊輝辦公室稍後又聲明，指稱數據有誤，會發布更正，但未詳細說明。
這項數據顯示，待遇最好的前 10 名州政府員工，去年度每人都賺進逾 50
萬美元。相較下，加州州長布朗（JerryBrown）薪水只有 17 萬 3987 美元。前
10 名中有 7 人是監獄醫師或牙醫。
發言人艾希佛德（Elizabeth Ashford）表示：「布朗州長對高額薪資及支付
款表達關切，這些都因法院授權、累計休假及前任政府的休假計畫導致。」
她在聲明中表示：「我們密切觀察有些人收入特別高的因素。」這份數據
顯示，加州公務員退休基金（CaliforniaPublic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首
席投資主管狄爾（Joe Dear）以薪資總額 54 萬 8142 美元，名列第 7。

(31).日監獄轉形象，推人偶與民同樂420
為了扭轉外界對監獄的嚴肅形象，日本北海道旭川市監獄推出可愛的真人
大小人偶，令人忍不住說聲「卡哇伊」（好可愛）。
官員表示，外界通常認為，灰色牆面聳立的旭川監獄是個陰森的地方，不
太像是幫助受刑人重返社會的地點。「片栗花小子」近 200 公分高，有個方臉，
頭髮是朵巨型的紫色片栗花。當局希望這能讓外界了解監獄真正的性質。旭川
監獄公關人員 2013 年 9 月 8 日說：「監獄一直以來給人的形象，就是個被孤立

419
420

中央社 2011/07/06（譯者：中央社陳蓉）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706/5/2ukcl.html
法新社 2013 年 9 月 9 日（譯者：中央社蕭倩芸）http://tw.news.yahoo.com/日監獄轉形象-推人偶與民同樂
-112003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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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沒有任何與外界的聯繫，而且四周都是聳立的灰色牆壁。」「我們希
望這個人偶可以改變監獄形象，讓民眾認為這是個開放給大眾，且也是大眾支
持的地方。」
「當然，監獄是用來關罪犯，民眾一般也不太喜歡住家附近有罪犯。」「但
社會也必須支持那些服刑期滿的受刑人，讓他們能重回社會。」 身穿典獄長制
服的「片栗花小子」，上週末在旭川監獄的博覽會亮相。 監獄人員今天（2013
年 9 月 8 日）告訴記者，這場活動昨天吸引近 1700 人，較去年增加約 500 人。
片栗花小子也盡責地熱烈歡迎所有來訪民眾，也跟孩童一起玩樂。

(32).拿錢抵刑期，澳洲首富發奇想421

（圖 125.

澳洲首富萊因哈特）

澳洲首富萊因哈特（GinaRinehart）（如圖 125.）2013 年 9 月 5 日建議，非
暴力犯可以罰金代替服刑，並回到社會成為繳納稅金的勞工，促進經濟發展。
繼 承礦業成 為 巨 富 的 萊 因 哈 特 在雜誌「澳大利亞資源與投資」（Australian
Resources and Investment）的專欄說，因為人口老化，澳洲需要更多勞工，而且
讓罪犯重返工作崗位可以增加稅收。
她在 9 月號的「澳大利亞資源與投資」寫道：
「讓他們付錢獲釋或免入獄服
刑是新的稅源。」萊因哈特說，美國德州已經實施類似制度，事實證明這種制
度比較人道、節省成本，也可以成功處理非暴力犯的問題。
421

法新社 2013 年 9 月 6 日（譯者：中央社何世煌) http://tw.news.yahoo.com/拿錢抵刑期-澳洲首富發奇想
-065002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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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寫道：
「在左派媒體高喊這個制度只有利於有錢人、非暴力犯之前，我建
議，沒錢換取出獄的非暴力犯，可以有其他方法，例如他們可以同意放棄投票
權，或不能使用護照幾年，端視他們所犯的非暴力罪嚴重程度，之後他們就可
以出獄，重回工作崗位。」

(33).紐約囚，每人每年耗 17 萬美元422
紐約市獨立預算辦公室（IBO）2013 年 8 月 23 日發布報告指出，紐約市受
刑人平均每人每年花費市政府近 16 萬 8000 美元。
紐約囚，每人每年耗 17 萬美元；報告指出，去年紐約市平均每天囚禁 1 萬
2287 人，其中超過 75%是候審人。監獄囚犯中，非洲裔占 57%、西語裔 33%、
白人僅占 7%。其中又以男性居多，占 93%。
報告作者考量監獄運營成本、監獄體系內員工薪資與福利，以及償還監獄
建造與維修等債務費用後，算出紐約市去年花在每名囚犯身上的金額近 16 萬
8000 美元。發布報告的同時，紐約市剛好一反全國趨勢，入監人數急切下降。

(34).歐式建築、6 座標準籃球場……奢華監獄如白宮，網友：想服
刑423
大陸改革開放卅年，不僅讓一部分的人富起來，連監獄也愈蓋愈奢華。近
日有大陸網友踢爆，江蘇、廣東七所監獄不但建築設計直逼「白宮」等級，其
內裝配備還極盡奢華，令網友們直呼「我也好想服刑」；但這樣的感嘆聽在美
劇《越獄風雲》男主角麥可耳中，只能說是「情何以堪」。日前（2009/11/28），
有一名大陸網民在網上發帖曬出七所「豪華」監獄照片，其中，江蘇鹽城大豐
市的鹽城監獄被擺在首位，據圖片顯示，鹽城監獄是座尖頂歐式風格建築，藍
色的屋頂配上乳黃色外牆，讓網友們看了紛紛表示「實在可以媲美美國白宮，
比高級住宅更奢華了」。
除此，監室外的走廊還有整排盆栽美化環境，牆面上也掛有多幅山水畫，
獄中甚有蜿蜒小路，人造河流，讓獄民們好像置身在如詩如畫的情境中，獄方
管理者的用心可謂是「孟母之心」。
不只如此，牢房的設計也相當地人性化，每間僅容納十二人，不知是為防

422

423

法新社 2013 年 8 月 24 日（譯者：中央社王黛麗）http://tw.news.yahoo.com/紐約囚-每人每年耗 17 萬美元
-080502204.html
中國時報【陳筑君／綜合報導】2009/11/27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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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犯人逃逸或擔心有人侵犯他們，每間牢房還特地採用防盜門。不過，最讓年
輕網民羨慕的，還是監獄中的六座標準塑膠籃球場，對此，不少網友就流著「口
水」驚嘆說：「當初練球技時，只有水泥場地和破皮的塑膠地，就算現在，也
不一定用得到這麼豪華的場地呢！」更有網民公開詢問「哪裡能報名？我也好
想服刑喔」。
儘管多數網民對豪華監獄十分嚮往，但有八成的網友同時批評認為，監獄
沒必要建得太豪華，否則好像在引誘人犯罪，且入獄後還繼續享特權，只會助
長腐敗歪風。
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名網友更是難過指出「沒想到與希望學校相比，監獄
還提前進入現代化」。
然而如此奢華的監獄，真是每個罪犯都有幸能「入住」嗎？根據《中國青
年報》2009/11/26 報導指出，想要知道實情，恐怕只能請獄方將犯人名冊拿出來
晾晾，但話說回來，人有三六九等，罪犯也同樣是，一般的地痞流氓、雞鳴狗
盜、殺人強姦等底層罪犯，可沒福分在「白宮」服刑，估計「貴客」們多該是
有「身分」的罪犯。

(35).紐約住宿只要 1 塊錢，牢房監獄超級夯！424

▲（圖 126.

紐約住宿太昂貴，1 元牢房超級夯。）
（翻攝《每日郵報》）

通常到紐約旅行想要住一個晚上，你的荷包就要準備大失血。現在紐約旅
客有福囉！住宿一個晚上只需 1 元美金（約 30 元新台幣）。
424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2014 年 07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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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

馬桶就在床旁邊和監獄一樣。（圖／翻攝《每日郵報》）

據英國《每日郵報》2014 年 07 月 04 日報導，華裔藝術家繆佳欣（Miao
Jiaxin）在紐約布魯克林區，設計的監獄牢房，住一晚只需要 1 元美金。（如圖
126.）監獄牢房是有房規的，入住的旅客就必須要遵守，不然 100 美元的押金將
被沒收。規定就是，每天早上 9 點到中午 12 點，要待在房裡禁止與任何人說話，
不得使用任何電子產品、上網、運動甚至是睡覺。（如圖 127.）房間裡的馬桶
就在床旁邊，跟監獄一模一樣，你的一舉一動也會 24 小時被錄影監控。唯一不
同的就是，你擁有房間的鑰匙，當你受不了時，可以去頂樓透透氣觀賞布魯克
林的的風景。雖然監獄牢房很沒隱私，但便宜的價格還是吸引很多人前往嘗鮮。
（如圖 128.）

▲（圖 128.

住在監獄式牢房毫無隱私。（圖／翻攝《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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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規比照囚犯沒隱私，監獄式便宜旅舍超夯425據每日郵報報導，到紐約旅
行時，住宿總是相當花費的一件事，不過由華裔藝術家 Miao Jiaxin（繆佳欣）
設計的監獄式牢房，在 Brooklyn 一晚竟然只要$1 美元，不過必須符合房規：「早
上 9 點到晚上 12 點，必須待在房內，且不得與人談話、上網、運動，甚至連睡
覺都不能。」若違反規定，$100 美元的押金將被沒收。
房間裡，馬桶就在床的旁邊，跟監獄一樣，你的一舉一動也將 24 小時被錄
影監視，不過你擁有房間的鑰匙，當你透不過氣時，可以到房間頂樓看看 Brooklyn
的風景，透透氣。雖然住在這個監獄式牢房很沒隱私，不過想想這個價錢，應
該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36).北韓女間諜出獄，上電視哭工作不順426

（圖 129.

圖片/ Associated Press）

北韓前間諜交際花袁正華（音譯）（見圖.129，摘自英國每日郵報 2014 年
7 月 11 日網站）靠著色誘南韓軍官，為北韓竊取軍事情報。她被捕度過 5 年的
牢獄生涯後，定居南韓。
單親媽媽的她日前哭訴生活難過，工作屢被辭退，只能靠著有限的救濟金
度日。

425
426

聯合新聞網╱綜合報導 2014.07.03 http://udn.com/NEWS/WORLD/WOR7/8781296.shtml
中時電子報 2014 年 7 月 12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A5%B3%E9%96%93%E8%AB%9C%E5%87%BA%E7%8D%84-%E4%B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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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歲的袁正華當年偽裝脫北者，陪南韓軍官上床，竊取軍事建設等機密。
2008 年被捕入獄 5 年。她出獄後住首爾軍浦市公寓，靠著每月 800 美元（約台
幣 24100 元）救濟金過活。
袁正華說出獄後，當過服務生與清潔婦，然而雇主一發現她的過去，就要
她走路。她說：「我多次想要自殺。」袁正華目前是電視談話節目的常客，暢
談在北韓接受間諜訓練。
袁正華提到自己違抗北韓當局的命令，拒絕毒殺 2 名南韓情報官員，還說
自己愛上南韓黃姓陸軍大尉，稱他是「我生命裡的男人」。大尉知道她是間諜
後，不但守密還提供脫北者出身的軍隊安保講師名單。

(37).入獄男收初戀來信悔改，上央視427網友：又相信愛情了
「阿傑你好，得知你出事的消息，我很難過。我怎麼也不肯相信這是真的…
不管怎樣，我都希望你在監獄裡保持好的心態，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保重！我
等你出來。」這是河南姑娘魏可，寄給泉州監獄中的初戀男友齊選傑的一封信。
它猶如黑暗中灑下的一道光，讓入獄後心如死灰的齊選傑，又觸碰到了希望和
美好。
《東南網》2014 年 7 月 14 日報導，這個直抵心脾的故事，7 月 8 日在央視
三套的《向幸福出發》節目中啟封。兜兜轉轉 10 多年，兩人各自都有過婚姻，
又都經歷了離婚，最終又牽手在一起。提前釋放的齊選傑和女友魏可，被彼此
感動著，卻又都幸福著。
這段視頻，也在新浪微博上被不少網友轉載，不少網友直呼那句，「又相
信愛情了」。記者在永春縣城，找到了這對幸福的情侶。兩人的坦誠以對，又
讓人聽到了 20 多分鐘視頻畫面背後，低調卻撼動不了的愛情信念。小夥在央視
舞台感謝初戀獄中鼓勵，網友稱「又相信愛情了」
《向幸福出發》，是央視三套的一檔真人秀節目。7 月 8 日，齊選傑的故事，
在這裡啟封。一首《向天再借 500 年》開唱後，他說起自己鋃鐺入獄 3 年多的
起伏故事。
生活的信心沒了，在獄中最低迷時，他意外收到初戀女友的一封信，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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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讓他落寞的心亮了，重新振作並因表現不錯被提前釋放。節目中，齊
選傑沒有絲毫掩飾，他感謝鼓勵他走出困境的初戀女友，兩人還唱起了那首仿
佛就在訴說他們之間故事的《萍聚》。
這段視頻，最近在微博上不斷被轉載，不少網友看後紛紛點贊，稱自己「又
相信愛情了」。誠然，齊選傑能亮相央視，少不了獄警許志成的鼓勵。一位是
初戀女友，一位是獄警，這兩個人的出現，齊選傑在心裡告訴自己，未來，不
再那麼遙遠。

(38).驚！美國 26 歲正妹戀 79 歲殺人魔，宣布在獄中舉行婚禮428
超級令人驚訝的組合...。美國 26 歲清秀美女伯頓（Afton Burton）近日宣布
結婚，對象是被譽為美國 20 世紀「最凶狠的殺人魔」
，79 歲的查理斯曼森（Charles
Manson），兩人決定在獄中舉辦婚禮，結為夫妻，而此事讓女孩父親相當不能
接受。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014 年 7 月 13 日報導，伯頓在高中一
項作業中，好友以曼森作研究對象，自此她對這名被判囚禁終身的殺人魔開始
感興趣，主動寫信給在獄中的曼森，兩人開始秘密地互通書信，愛苗逐漸滋長。
之後，伯頓更毅然自伊利諾州（Illinois）單獨遷至加州居住，只為能在假日去探
監，見曼森一面。
曼森在 1960 年代建立邪教「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犯下連環謀殺
案，手段極為凶殘，其中甚至包括懷有身孕的妻子，震驚當時美國社會。曼森
原被處以死刑，然因後來美國法院宣布廢死，如今改為終身監禁。令人訝異的
是，即使曼森是一名令人聞之色變的連環殺人魔，但仍有大批死忠粉絲追隨、
崇拜，是美國史上收信最多的囚犯。
伯頓就像那批死忠粉絲一樣，不顧曼森之前殘忍的犯行，不顧一切地狂戀
他，只不過這種感情並非「崇拜」；而是「情愛」。伯頓的父親菲爾（Phil Burton）
表示他絕不會認曼森作女婿，也絕對不會參加婚禮，他形容女兒離家像「心被
剖開一的洞」，不過基於尊重女兒已成年，只能讓她發誓要經常保持聯繫，而
不強加阻撓，不過他說：「無論她做了什麼，我們過去、現在或者未來都不會
和女兒斷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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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女兒與曼森決定在獄中完成婚禮，菲爾表示：「他們將在監獄等候室
舉行，這只是一種法律儀式，是不具有真正意義的婚姻。」伯頓接受雜誌訪問
時表示：「也許人們都認為我瘋了，但他們不知道，這對我來說是一件再正確
不過的事，我天生本該如此。」

(39).英國學校像監獄？5 學生用餐具挖地道逃亡429
面對如「監獄」般的學校，除了嘆息外，還有什麼可以做？英國諾丁漢五
名學生決定用餐具挖地道「逃亡」。 該校上周向員工發出電郵，指 5 名學生以
餐具在高 3.6 米的鋼製圍籬下挖「地道」，企圖溜出學校（如圖 130），但目前
地道已被填平；電郵又指在地道附近發現不少銳利的餐具，相信是從餐廳偷回
來的，校方呼籲輪值員工多留意學生，以防他們偷運餐具。
英國
《每日郵報》
2014 年 07 月 06 日報導，代理校長克魯克斯
（Elaine Crookes）
表示，已與那幾名據信年紀不足 14 歲的學生面談過，並會派員巡邏地道一帶，
確保學生留在校園內。 據悉，該校十分重視出席率，校方於是出奇招防止學生
逃學，除了築起這道 3.6 米高的鋼欄外，還引進刷卡系統。但事實證明這樣做似
乎適得其反，反而讓學生感到「窒息」。

（圖 130.

5 名學生以餐具在高 3.6 米的鋼製圍籬下挖地道，企圖溜出
學校。）翻攝英國《每日郵報》

(40).漫話英倫：到英國買座皇家老監獄430
429
430

蘋果日報（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2014 年 07 月 06 日
BBC 中文網 騰龍 2014 年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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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式建築、花園式環境、皇家頭銜。買座「退役」老監獄或許是投資蹊
徑。有沒有進過英國的監獄？沒有？
英國的老監獄，這裏指的是年頭至少在百年之上的監獄，外觀與好萊塢電
影中的高牆、鐵網、崗樓、手指摳在扳機上的獄警的形像相差的不能再遠了。
有沒有誤入過英國的監獄？
監獄似城堡城堡是監獄；
（如圖 131）壯觀的古堡建築，厚實的橡木大拱門，
周圍鳥語花香，綠草茵茵，讓你誤以為撞到了哪個貴族老爺的城堡一點不誇張。
我的來英國訪問的朋友中真就有人犯過這樣的「錯誤」。
實際上，有些監獄最初的確是城堡。比如，皇家牛津監獄，它的前身可以
追溯到 11 世紀的牛津城堡。直到 17 世紀的英國內戰後，牛津城堡才被改造成
為一座監獄。

（圖 131.

退役的 HMP Kingston 監獄。壯觀的古堡建築，厚實的橡
木大拱門，讓你誤以為撞到了哪個貴族老爺的城堡一點不
誇張。）

皇家牛津監獄在 1996 年關閉。一家酒店連鎖店投資 2 千萬英鎊，耗時 10
年進行翻新改造，在 2005 年「改頭換面」，以五星級旅館的新貌重新開張。旅
館特意保留了皇家牛津監獄的某些「特色」
，比如鐵樓梯和部分牢房的鐵門。
（如
圖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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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旅館特意保留了皇家牛津監獄的某些「特色」，比如鐵樓
梯和部分牢房的鐵門。）

皇家頭銜古蹟建築；英國的監獄都帶著 Her Majesty， HM 既皇家的頭銜。
也就是說，英國的監獄理論上都是「皇上的」
。英國人浪蕩入獄等候發落，有一
個文縐縐的法律術語叫「at her majesty』s pleasure」
，直譯是「看皇上高興」
，法
律表達是「等候女王發落」。
英國維多利亞時代或更早修建的監獄，今天都成了 listed building，即受保
護建築。而且，一些監獄周圍的環境可謂「優美如畫」
。比如，皇家坎特伯雷監
獄今年關閉後被坎特伯雷基督教會大學以 7 百萬英鎊買去。
坎特伯雷基督教會大學看中的不單是監獄的老建築，還有監獄的百畝地皮
產權，它座落在被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單上的保護區內。
棄舊迎新，超級監獄；英國司法部日前（2014 年 7 月 16 日）宣佈，最新一
批關閉的老監獄上市，供開發商競標。其中，包括著名詩人奧斯卡·瓦爾德曾住
過的裏丁監獄等英格蘭歷史最悠久的監獄。
動心了？別急。先要說說這些老監獄為何紛紛關張。
僅從 2010 以來，英國司法部關閉的老監獄就有 16 座。
關閉老監獄，是為修建新型「超級監獄」讓路。政府計劃，在 Wrexham 投
資 2 億 5 千萬英鎊，修建一座可以容納 2000 名犯人的「超級監獄」
。司法部說，
這是英國監獄現代化改革的一部分。說白了，一個「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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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老監獄雖然外觀雄偉，但的確是「金玉其外，敗絮其中」
。建築內的電
路、供暖、上下水道等失修老化，維護成本讓獄頭吃不消。
而且，多數老監獄能關押的犯人很有限。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獄警、獄
卒、獄醫一個不能少。以裏丁監獄為例。最高關押能力為 320 名犯人，但監獄
監管人員有 160 人。
司法部說，計劃中的超級監獄可以一舉把因關閉老監獄而失去的 1400 個關
押「名額」彌補出來還富裕。
去掉監獄，保留皇家；這些老字號監獄繼續關押犯人或許難以為繼，但在
有遠見的開發商手裏改頭換面脫胎換骨，
「重新做人」後身價倍增。古堡式的牛
津監獄改成古堡式酒店的成功例子還有不少。
比如，也是在牛津郡的 Abingdong 監獄，最初修建的時候是為了關押與拿
破崙作戰中的俘虜，從 1811 年至 1868 年一直是監獄。
後來，監獄改做糧倉。1976 年又改建成健身中心。2002 年健身中心倒閉後
又被當地的房產開發商買下，過去 10 年來一直在把它改造成商品住宅小區。開
發商說將在今年晚些時候全面竣工上市。
英國文化保護組織英國遺產說，它並不反對出售英國的老監獄，但更新改
造的計劃應該「考慮周全」，最好不要將監獄的歷史完全割斷。
前面提到的詩人奧斯卡·瓦爾德曾服刑的裏丁監獄，當地居民和「奧斯卡瓦
爾德協會」組成了「行動小組」，希望監獄不管改做什麼，都應該保住奧斯卡·
瓦爾德這條脈絡。
英國房地產炙手可熱，英國的地產商在東南亞發售樓花總是一搶而空。不
妨另闢蹊徑，買座退役的皇家監獄？
動心了嗎？那麼牛津監獄的開發商總結的一條經驗可以借鑒：
「其實還是提
供集體住宿，只不過每個房間裏都有了浴室」。

(41).希臘神父，花錢助囚犯贖自由431
希臘一位東正教神父的職志與眾不同，他已經花錢幫助超過 1 萬名囚犯「買」
回自由，讓這些觸犯輕罪的受刑人再見光明，有機會重新做人。不過，受到金
融風暴影響，活動的主要收入減少，募款越來越困難，也影響到這項幫助囚犯
重獲自由的慈善活動。
希臘法律規定，如果觸犯最高刑期五年以下的輕微犯罪，如輕微詐騙、傷
431

台灣醒報╱記者莊瑞萌╱台北報導 2014/08/13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8694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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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罪、持有武器、非法採伐、拒捕和輕微毒品犯罪，法官可裁定刑期得易科罰
金，一天刑期平均折合 5 歐元（約台幣 200 元）
。但這種規定明顯對有錢人比較
有利，因此，東正教神父爵弗希斯‧瑞波塔波勒斯（Gervasios Raptopoulos）過
去 36 年來，便致力募款為身無分文的囚犯買回自由。
現年 83 歲的瑞波塔波勒，在過去 36 年內為超過一萬五千名囚犯付罰金，
讓他們免於牢獄之災。但他的慈善基金會表示，金融危機讓這項慈善募款已經
愈形困難。因為希臘金融危機，導致教會主要收入來源的私人捐款大幅減少，
繳不出錢的輕罪者，也越來越多，瑞波塔波勒斯表示，
「過去會給我們 100 歐元
捐款的，現在只願意捐 50 歐元，不過這並不會阻止我們的決心。」
據《美聯社》2014/08/13 報導，瑞波塔波勒斯不只幫助貧苦囚犯付錢讓他們
重獲自由，也幫助其他囚犯在監獄中的生活。日前已正式從聖職退休的他，每
個月固定造訪希臘境內 34 座監獄，提供囚犯衣服、基督聖像和一些個人衛浴用
品。如果囚犯不幸在獄中死亡，基金會也會協助把大體運回故鄉。
瑞波塔波勒斯自 1978 開始這項慈善事業後，已經獲頒多個國家獎項，包含
由政府授予的最高平民榮譽，而希臘司法部更不吝給予讚賞。據司法部秘書長
馬里諾．史干丹密斯（Marinos Skandamis）表示，
「在這數十年間，神父的慈善
活動可圈可點，讓囚犯得以感受人性的溫暖和團結。」

(42).這麼爽？英國殺人犯在獄中開「生日趴」「打電動」432
揹負著滔天大罪的人，可以過著如此享受的日子嗎？英國一名被判「終身
監禁」的殺人犯，竟可以在獄中自由使用手機向外通聯、享用外賣烤肉串、辦
生日趴，甚至還能爽爽打電動。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014 年 8 月 19 日報導，英國 31 歲惠特
內爾（LiamWhitnell）因在 2011 年時殺人判處終身監禁，然而在獄內服刑對他
來說似乎不是一種「折磨」，而是一種「享受」。他不僅能在牢房內使用手機
聊天、享用外賣烤肉串、辦生日派對，甚至還能悠哉打電動。有人形容這種監
獄根本是一個「度假營」，而對於這些不符合「受刑者」身分的奢華待遇，受
害者家屬得知後感到相當憤怒，怒問：「憑什麼他值得擁有這些東西？」

(43).為逃老婆魔掌，義大利男自願坐牢433
432

NOWnews 2014 年 8 月 19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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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義大利男子寧願坐牢也不願在家和妻子整天爭吵。）
（圖為情境示意照非當事人）圖／取自 ingimage
一名義大利男子因輕微犯罪被警方上門逮捕，他不但不反抗還要求警方把
他送入監獄，他表示，寧願坐牢也不願在家和妻子整天爭吵。
這名卅七歲義大利男子住在羅馬，身為三個孩子的父親，形容「在監獄的
生活比在家好」。（如圖 133）
當地媒體 2014.08.28 報導指出，男子的鄰居經常看到他和太太爭執，打打
鬧鬧還常要警察介入解決。
雖然男子犯下的是輕罪，只被判刑三個月，但警察上門逮捕時，他馬上表
態：「把我關進監牢裡吧，否則結果會更慘！」
羅馬警方在了解狀況遂完成男子心願，將他送進羅馬附近的監獄。義大利
媒體指出，今年初，一名卅二歲男子因毒品交易，在托斯卡尼家中遭警方逮捕
時，也是要求送入大牢，讓他逃離太太魔掌。

(44).美國囚犯監獄發現商機，出獄成企業 CEO434

（圖 134. 美國男子弗雷德里克哈特森）
美一囚犯在監獄發現商機，出獄後變身 300 萬美元企業 CEO。
（圖片取自國際在線）
433
434

聯合報╱布魯塞爾記者蕭白雪／2014.08.28 http://udn.com/NEWS/WORLD/WOR7/8899159.shtml
旺報吳孟軒 2014 年 0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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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男子弗雷德里克哈特森（Frederick Hutson）
（如圖 134）在 2007 年因販
毒被判刑 51 個月，當時他只有 24 歲。在獄中他發現獄友與外界連絡相當不易，
於是他製作了一數據平台，作為一種通訊方式，讓他在短期內便賺進了 100 萬
美元的收入，成為一家企業的 CEO。
據國際線上 2014 年 08 月 28 日引述美國《富比世》網報導，哈特森在獄中
發現，美國 230 萬服刑人的一大不滿是不便與外界的家人朋友保持聯絡。監獄
內沒有網際網路，因此所有的溝通都需要通過寫信或電話。報導指出，哈特森
因此想到一個創意，即製作一個集中了無數州級數據庫的平台，通過這一平台，
人們能夠快速搜索到囚犯所在的監獄，同時也可以作為一種通訊方式。據悉，
哈特森根據該創意創立了 Pigeonly 公司，透過公司子品牌 Fotopigeon（將數字列
印照片發送給囚犯）和 Telepigeon（通過 IP 電話降低話費），Pigeonly 在創立第
一年便賺了約 100 萬美元收入，隨後獲得了矽谷投資者的 200 萬美元種子資金，
哈特森的拉斯維加斯團隊也從 2 人發展為 12 人。

(45).五星級監獄飯店435
■為出奇制勝，旅館業者將以往拘禁囚犯的牢獄轉變成為奢華的五星級飯
店，結果反應出乎熱烈，吸引許多顧客願意花大錢，只求睡在由牢房改裝而成
的客房。
■The industry's budding global trend is to transform hubs of incarceration
boutique hotels, reveling in the paradox of charging guests to sleep where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dreamed of escape.
目前在全球旅館業掀起一股新風潮，就是把過去的監獄轉變成五星級飯
店。如此新穎賣點也讓旅客願意花錢嘗鮮，有助飯店的住房率大幅衝高。
位於波士頓的查爾斯街監獄（Charles Street Jail），自從 1851 年啟用以來，
曾經關過波士頓連環殺人魔亞伯迪沙佛，與曾在二次世界大戰被擄獲的 1 名潛
水艇司令官。
有錢人 愛住監獄；如此令人毛骨悚然的牢獄，現今卻化身成為高檔奢華的
自由旅館（Liberty Hotel）。想要入住該旅館，代價可不便宜，每晚至少要 400
美元以上。但這些旅客肯定會有畢生難忘的經驗，他們將待在深具歷史感的前
牢房小酌一兩杯、大啖海鮮，並且觀賞最新時尚秀。

435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11 月 24 日工商時報蕭麗君 http://tw.news.yahoo.com/五星級監獄飯店-213000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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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芝加哥的瑪西，一邊喝著啤酒，一邊說到：
「很難想像有人會甘願付錢
待在以前的牢房裡」
，不過他又補充「該旅館真是做得太棒了！」為企圖滿足旅
客狂野的想像力，旅館業者相繼把農莊、僧院、洞穴，甚至是退役的波音 747
客機改裝成最流行的新住所。但該產業目前崛起的最新趨勢，是把監獄變身成
為精品旅館，讓旅客甘心付錢睡在以往囚犯千方百計想要逃脫的黑牢。
位於斯洛維尼亞的盧布爾雅那的一個戰俘營，目前也已改裝成為青年旅
館，可容納 20 名旅客睡在由藝術家精心設計的牢房通鋪內。此外，在芬蘭 19
世紀還是俄國領土時，位在赫爾辛基的一個監獄，如今也轉變成為 Best Western
旅館，不過四周依然可見到當時監獄外 16 英尺高的紅磚牆。
不過最具戲劇化的轉變，可能還是在伊斯坦堡的四季飯店莫屬。這家五星
級飯店也是由監獄改造而成，曾在 1978 年上映的美國電影「午夜快車」
，在當
時就是以該監獄為故事背景。
獄警變身成飯店員工；網站 Concierge.com 曾經提及這波由監獄改裝成高檔
飯店的趨勢，它說「以往的牢獄，如今卻成為豪華飯店前方的美麗庭院」
，至於
當時負責守衛的獄 警，如今卻成為訓練有素的飯店員工。
今日至少在全球還有十幾個類似的轉變在進行。專家指出目前在歐洲相當
風行的該概念，正逐漸擴展至美國。美國自由飯店也指出，如此新穎的改裝創
意，已經讓它們今日的客房住用率超過 80%，創下該飯店自 2007 年開張以來的
最高紀錄。
英國精品旅館連鎖業者 Malmaison 的高層主管大衛也透露，他們旗下一家
由牛津城的一座監獄改裝而成的旅館，是他們最賺錢的旅館之一。旅館業分析
師認為，如此奇特的轉變，對於喜歡嘗鮮的顧客而言，是難以抵擋的魅力。自
從精品旅館幾年前逐漸在全球旅館業佔有一席之地後，為了吸引想要尋求不喜
歡制式風格的年輕有錢旅客入住，旅館業者正極力推展他們的極限，冀求能讓
他們旅館在眾多旅館中能獨樹一格。
雖然工作穩定，但獄 警要面對的環境並不簡單，包括越獄、肢體及口語暴
力等問題。求職者眾，顯示比利時年輕人不怕在充滿敵意的環境工作，但比國
獄 警仍然短缺，因為許多求職者不夠瞭解獄警 工作的本質，也就不符要求。
負責聘雇及溝通的行政遴選局官員畢里耶（Stefanie Billiet）說，
「我們要找
的獄 警不是大男人主義者也不是暴君，而是能夠同時展現威信及同理心的
人」，但許多人只想得到公務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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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說，這種心態會造成危機，因為「當他們當上獄 警時，才恍然大悟地發
現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環境」。

(46).「超美辣模」被捕入獄，網友爭付保釋金436
這麼美，有罪都沒關係？美國 22 歲超辣女模因行為不檢被捕入獄（如 圖
135），然而因她美貌過於出眾，照片在網上在瘋傳，成為眾網友心目中的「性
感女神」，甚至有不少男粉絲爭付保釋金助她出獄。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014 年 9 月 25 日報導，美國佛羅里達州
22 歲辣模安琪拉（Angela Coates），上月在喬治亞州迪卡爾布縣行為不檢，遭
警方逮捕入獄。儘管如此，她的美艷外表迷倒眾人，犯人照在網上瘋傳，甚至
有不少男粉絲表示願意替她支付保釋金，讓這位超美罪犯出獄，其中有位網友
在社群網站寫道：「如果你拒絕幫助安琪拉獲釋，那麼你不是一個『魯蛇』，
就是你的女友會查閱你的所有留言。」
對於這些關注，安琪拉只覺得有趣，她在知名社群網站上表示：「沒想到
這種蠢事也有人關注，我在當晚就被釋放了，根本是一場鬧劇，太好笑了！」。

辣模女罪犯照片曝光，鄉民：保釋金我來！437

（圖 136

436

437

擷自 Mirror 鏡報（9/23））

NOWnews 2014 年 9 月 25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5%9C%8B-%E8%B6%85%E7%BE%8E%E8%BE%A3%E6%A8%
A1-%E8%A2%AB%E6%8D%95%E5%85%A5%E7%8D%84-%E7%B6%B2%E5%8F%8B%E7%88%AD%E4%
BB%98%E4%BF%9D%E9%87%8B%E9%87%91-032246050.html
聯合新聞網╱特約記者鄧佩雯／綜合報導 2014.09.25 http://udn.com/NEWS/WORLD/WOR7/89592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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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 22 歲的辣模安琪拉（Angela Coates）（如圖 136），上個月在喬治
亞州被控行為不檢而入獄，她的入獄大頭照曝光後，美艷的外表隨即在網路引
起討論。
不少鄉民認為她長得很性感，還有人發起行動，要為她負擔 360 美元（約
新台幣 10894 元）的保釋金，直說：
「不幫忙的人，要不是魯蛇，就是你的女友
會看你所有的推文。」
其實不勞各位男士費心了，被捕當天晚上，安琪拉就被釋放了，現居在美
國邁阿密的她，看到她的入獄大頭照竟吸引這麼多網友，直呼：
「這根本就是場
鬧劇，太好笑了！」。
前不久，也有一名被網友封為「世上最性感罪犯」才剛被釋放，她是來自
加拿大的史蒂芬妮（Stéphanie Beaudoin）
（如圖 137）
，與她同夥的三名未成年少
女，闖入 42 戶民宅偷竊，被捕入獄。
除了女囚犯吸睛，今年 6 月，加州也出現了一位超帥男罪犯，30 歲的傑瑞
米（Jeremy Meeks）
（如圖 138）被控非法藏有槍械等 11 項罪名，儘管如此，當
他入獄的大頭照一曝光，帥氣外表在網路上引起熱烈討論，擄獲許多女粉絲的
心，甚至還有模特兒經紀公司已經與他簽下合約！

（圖 137

擷自 Mirror 鏡報（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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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

擷自 Mirror 鏡報（6/23））

（圖 135／Le Huffington Post）
兩極化刑事政策之意義：
兩極化刑事政策，又稱為寬嚴並進刑事政策，即由嚴格刑事政策與寬鬆刑事政
策兩者所組成。嚴格刑事政策，即從維持社曾秩序之觀點出發，以壓制凶惡犯
罪，且對凶惡犯罪者及危險之犯罪者，採取嚴格之處遇為目的之刑事政策。寬
鬆刑事政策，即從刑罰謙抑之思想出發，對於輕微犯罪事件之處理，盡可能避
開正常刑事司法處罰程序，使犯罪者能重新復歸社會為目的之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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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緬甸政府維穩，大赦三千人438
緬甸政府表示，總統登盛將特赦近三千名人犯，以維持和平及穩定。英國
國家廣播公司也報導，這批將被釋放的人犯中，包括一些軍情官員。
緬甸新聞部長烏葉圖（U Ye Htut）在臉書 2014.10.08 表示，登盛是以和平
穩定的理由，赦免人犯。登盛自二○一○年在選舉後掌權以來，緬甸由軍事管
制轉為由軍方支持的民選政府，他曾宣稱要釋放所有政治犯。
之前數年，緬甸以階段式釋放政治犯，取得與西方世界、人權團體之間的
微妙平衡；這次特赦的三千名犯人，大多是輕微的罪名。人權團體估計，真正
的政治犯約數百名。
「伊洛瓦底」雜誌網站七日報導，人權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呼籲世界銀行在
擬定協助緬甸建設計畫時，正視人權問題。
緬甸官員預定十日到十二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與世界銀行總裁金墉會面，
雙方將討論為期五年的緬甸建設計畫。
通常，緬甸進行這類向世界各國請求資助或協助建設前，就會傳出釋放政
治犯或其他人犯的訊息。
另一個指標是以往對緬甸軍政府制裁的國家，也會因為緬甸逐一解除媒體
制裁或允許反對黨加入政治改革時，放寬對緬甸的經濟制裁。

(48).犯下重罪少年日增，印度擬修法擴刑439
鑑於少年犯下重罪有日增趨勢，印度決定修法提高刑責。未來觸犯輪暴或
謀殺等重罪的 16 到 18 歲嫌犯，可能不再受少年法的保護，而將依刑法受審。
去年 12 月 16 日新德里巴士輪暴案 1 名未成年犯日前遭定罪判刑並發交矯
正機構執行。今年 8 月 22 日孟買某雜誌社女實習攝影記者輪暴案也有 1 名 17
歲少年遭起訴。阿薩姆省第 1 大城古瓦哈蒂（Guwahati）15 日則發生 12 歲女孩
遭 5 名 12 至 16 歲未成年被告輪暴案，再受全印度關注。
依印度「少年司法」（Juvenile Justice Act），未成年強暴犯若遭定罪，最
高只判 3 年徒刑並在矯正機構執行。
就在各界呼籲修法，以對犯下可怕罪行少年犯提高刑責的同時，「印度時
報」（The Times of India）今天報導，鑑於少年觸犯重罪日增趨勢，婦女與兒童
發展部諮詢專家意見後決定修法方向：犯下諸如輪暴或謀殺等重大案件的 16 到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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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新加坡記者林以君／2014.10.07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985257.shtml
中央社 2013 年 9 月 21 日 http://tw.news.yahoo.com/重罪少年日增-印度擬修法擴刑-062226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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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嫌犯，將不受上述「少年司法」保護，而將依刑法受審。
2013 年 9 月 21 日媒體報導指出；在美國，約 20 個州將觸犯重罪少年視為
成人審訊；英國 17 歲以下少年犯下性侵等罪行，受審時也會被視為成人；法國
16 到 18 歲少年犯下重罪則在獨立的少年巡迴法庭受審。
報導說，英格蘭和威爾斯甚至 10 歲就得負刑事責任，當地刑事法院（Crown
Court）可對 10 到 18 歲罪犯判處相當於成人罪犯的 14 年以上徒刑，但會發交少
年之家或訓練中心執行。

(49).英國擬向美國學習，謀殺犯或判數百年監禁440
囚犯目前在英格蘭和威爾士地區有 49 名罪犯被判終身監禁正在服刑。英國
正在對人權法進行重新審核，並凖備採取美國的做法，謀殺犯及其他嚴重罪犯
有可能被判數百年刑期。
鑒於歐洲法院 2013 年做出終生監禁違反歐洲人員公約的裁決，英國政府正
在研究量刑改革計劃。如果將刑期延長到 100 年，犯人就有權對刑期提出複審，
滿足歐洲法院的要求。
監獄改革活動人士形容這些建議是「危險的無稽之談」。聯合執政的保守
黨政府部長將發表英國人權法改革方案。他們希望英國最高法院在涉及人權的
案件中擁有終審權，而不是位於法國斯特拉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歐洲人權法院去年 7 月裁定，根據英國法律對犯人判終身監禁，違反了歐
洲人權公約，因為英國法院裁定沒有允許複審權。
「不能苟同」；歐洲人權法院要求英國政府在 6 個月內對這項裁定做出回
應。英國首相卡梅倫對歐洲法院裁定表示「不能苟同」。
英國政府考慮的方案之一是凖備允許法官對犯人宣判幾百年的刑期，犯人
有權對刑期提出複審，並最終獲得減刑。
內政部次長達米安·格林（Damian Green）負責一個專門委員會，正在研究
如何減少歐洲人權法院對英國社會影響的改革方案。
格林在接受《每日電訊報》2014 年 1 月 1 日採訪時表示，「英國的法律必
須在英國制定。我希望恢復對人權的尊重。」
他說，「保守黨希望恢復人權無可爭議的地位。」他強調說，「這才是任
何民主自由社會的基礎。」
440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4 年 1 月 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uk/2014/01/140102_uk_sentenc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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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來自監獄改革基金會（the Prison Reform Trust）的朱麗葉·里昂（Juliette
Lyons）表示，政府是在尋找方法，繞過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
她指出，「這些建議聽起來就像是危險的無稽之談，其造成的危險是進一
步加重量刑。我們的量刑每年都在加重。犯人目前獲得的終身監禁平均比 10 年
前要長 3 年。」
「刑期已經超過人的自然壽命。人們可以看出，這是在耍花招，躲避人權
法。」目前在英格蘭和威爾士地區有 49 名罪犯被判終身監禁正在服刑。

(50).高科技犯罪，英銀行搶劫案大減441

（圖 139.

由於網上攻擊金融服務機構會帶來更大的回報，因此破門
而入地搶劫銀行越來越不流行了。）

英國銀行協會發佈的數據顯示，英國銀行分行遭搶劫的次數在過去 10 年裏
減少了 90%。由於犯罪分子發現在網上攻擊金融服務機構會給他們帶來更大的
回報，因此破門而入地搶劫銀行的方式越來越不流行了。（如圖 139.）
該協會說，在 2011 年英國共發生 66 起銀行搶劫案，而在 1992 年這一數字
是 847。銀行搶劫案下降的原因是金融服務業推出的一系列創新技術使得傳統的
搶劫策略非常難以奏效。
英國銀行協會行政總裁安東尼·布朗說：「銀行現在正努力使武裝搶劫局限
在電視劇裏。」
「發生銀行搶劫案，對銀行工作人員和顧客來說都是一種可怕的
經歷，有時這種心理傷害可能會持續幾十年。」
「最近幾年銀行搶劫案逐年減少令人可喜。任何試圖搶銀行的人現在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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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更好的閉路電視檢測系統、在不到一秒鐘便可以升起的防護屏障，甚至還
有為驅散犯罪分子而設計的特殊煙霧。」
為了威懾犯罪分子，為銀行雇員提供一個更加安全的工作環境，各銀行紛
紛投資提升保安能力。轉向網上犯罪然而，儘管生拿硬搶的銀行搶劫案在減少，
但銀行和它們的顧客仍然受到犯罪的威脅。
倫敦大度是警察局的官方統計顯示，在過去 10 年裏倫敦的商業搶劫案減少
了 31%，但一些盜賊把他們的注意力轉向了行走於各銀行之間運鈔車。
更重要的是，與銀行和其它金融服務有關的網絡犯罪越來越多。
美國聯邦檢察官林奇說：
「劫匪已經放棄槍支和面具，使用手提電腦和惡意
軟件搶劫銀行。」
最近美國零售連鎖店 Target 擁有的四千萬信用卡信息被人盜取，並在網上
出售。據一個安全分析員 2013 年 12 月 26 日說，這一網絡攻擊源自烏克蘭。除
了銀行信息外，黑客--新一代劫匪--還搜集個人信息並將它們集成後拿到網上拍
賣。

(51).放大受害者瞳孔照片，可辨識兇嫌？442
英國約克大學與格拉斯哥大學研究人員，最近聯手研發出一種嶄新科技，
可透過放大瞳孔照片找出加害者的影像。這種技術對揪出犯罪案件的凶嫌特別
有用，因為受害者往往會親眼目睹犯罪現場，將加害者的身影深深映入眼簾。
研究人員 2013 年 12 月 26 日在「公共科學圖書館期刊」（PLoS One）刊登
研究報告指出，犯罪調查時常會調閱錄影帶影像，調查人員可透過影像拼湊出
網絡連結，或將個人與特定地點連結在一起，而透過放大受害者的瞳孔照片，
就能找出當時犯罪現場的蛛絲馬跡，有助辨識出凶嫌。
研究人員先為一群身旁有路人經過的受試者拍照，接著放大再放大照片，
直到顯示出受試者的瞳孔影像為止。雖然放大過的影像品質不佳，受試者辨識
出旁觀者的機率還是非常高，有 7 成 1 的機率可辨識出不熟悉的旁觀者，認出
熟識的旁觀者的機率，更高達 8 成 4。
研究指出，人非常會辨識人臉，就算影像品質非常差也不例外；但這種技
術還是有其侷限，因為當時拍到的影像得是高解析度，而且受害者也得直視攝
442

自由時報 2013 年 12 月 30 日
http://tw.news.yahoo.com/%E6%94%BE%E5%A4%A7%E5%8F%97%E5%AE%B3%E8%80%85%E7%9E%B3
%E5%AD%94%E7%85%A7%E7%89%87-%E5%8F%AF%E8%BE%A8%E8%AD%98%E5%85%87%E5%AB
%8C-221103325.html
423

影機才行。
瞳孔變證據，受害人眼晴拍到嫌犯；443照片中人眼的反映影像，可成為追
查罪犯的線索。英國大學的研究人員 2014/01/01 說，遭性侵的兒童若被嫌犯以
數位相機拍照，警方可根據照片中受害者眼睛裡的映像捕捉嫌犯。研究人員說，
原理是眼睛的瞳孔有如鏡子，能將站在攝影者後面的人入鏡。也就是說，將高
解析度照片放大，在一旁目擊罪行的人（攝影者後面的旁觀者）難以遁形，他
或他們已在受害人眼睛裡「存照」。
研究團隊替 8 個人拍照，他們拍照時注視相機後面的 4 人，然後將照片裡
被攝者眼中的 4 人映像放大，請被攝者用映像比對大頭照或他們認識的人，比
對認識者成功率 84%。若是不認識的人，第 3 者拿去比對大頭照，成功率 71%。
研究團隊表示，映像品質並非特佳，仍足供指認不熟悉的臉孔，還可建構
3D 影像，顯示在何處拍攝。

(52).美國佛州奇蹟村，過半是性侵犯444
美國佛羅里達州南部原本是一片甘蔗田的地方，現在成了「奇蹟村」，約
200 名居民當中，超過 100 人有性侵前科，而目前每週仍有 10 至 20 人申請入住。
根據佛州法律，性侵前科犯不得居住在距離學校、日間托育中心、公園或遊戲
場 300 公尺內的地方。有些城市和郡政府更將距離擴大到 760 公尺。有些地方
規定更嚴，限定要遠離游泳池、公車站、圖書館。總之，是要將性侵前科犯趕
出人口密集區。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News）2013/07/31 網站報導，一名牧師鑒
於性侵犯在佛州法律規範下，要找到可居住的地方實際上有困難，2009 年在南
佛羅里達州設立「奇蹟村」，使這個地方成為吸引人的選擇。協調收容事務的
尤曼斯（Jerry Youmans）說：「我們每週收到 10 至 20 份申請。」他說：「我
們儘量不接受有暴力、毒品相關歷史，或確診有戀童癖的人。我們要保護已住
在這裡或比我們早住在這裡的人。」一個已經住在此地 10 年的退休居民華爾福
（EdgarWalford）說：「這裡很平靜，沒人找麻煩。」對近幾年住進來的性侵前
科犯，他說：「他們是好人，我結識了很多朋友。這裡唯一缺乏的是小孩，校
車再也不能進來這裡。」
的確有居民害怕住在離性侵前科犯這麼近，青少女時期遭人持刀性侵的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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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在事情發生數十年後仍難以釋懷。她說：「我一點也不認為這是個奇蹟。
對那些性侵犯或許是，但對我而言，較像是個噩夢。」
有關限制居住是否可使人們更安全的爭論不斷。反對者說，沒有實證經驗
顯示，住離學校遠一點可降低性侵犯再犯率。支持者則宣稱這是常識，如果讓
性侵加害者住在一大堆小孩附近，只會讓更多小孩陷入風險。

(53).獄中來信！445莞爾集！

（圖 140.

（圖 141.

445

義大利老人）

義大利老人無力開挖硬土俾播種）

2012-10-15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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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義大利老人向在監服刑的兒子訴苦---）

（圖 143. 在監服刑的兒子，苦思協助其父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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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

其在監服刑兒子突然想到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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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5. 如此------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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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6.------- 原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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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7. 果然是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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