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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中地檢署選定臺中女子監獄作為「執行階段」試辦修復式司法
單位，2011 年臺中女子監獄完成「加被害者間接會面方案計畫」
，鼓
勵受刑人拍攝道歉 DVD，透過犯保志工親送傳達受刑人道歉訊息，
成效良好。2012 年有感於加強受刑人體會修復式司法精神，故引進
臺灣更生團契資源，推動「桑樹計畫」
（sycamore tree project）。該計
畫分為兩階段課程，第一階段課程由更生團契講師進行七次課程，第
八次課程由本監社工邀請臺中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推動小組、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中分會之代表、見證人和成員家屬參與結業式。八次桑
樹計畫課程後，陳祖輝老師和張嘉玲社工師進行第二階段課程，課後
依據受訪意願進行訪談，以作為桑樹計畫課程之評估參考。
本次計畫呈現三點結果：一是監獄與地檢署、更生團契、犯保分
會、學界等單位相互合作，彰顯監獄與外界資源整合有助於犯罪矯治
的革新與創造良好條件。二是在受刑人的改變方面，桑樹計畫安排見
證人說被害故事，經由現身說法比起傳統方式說教、講述道德觀點來
得更加引人入勝，研究中觀察到許多學員因為幾個特殊見證人的生命
故事或家屬遭傷害案例，學員受到感動，激勵她們願意向自己的被害
人道歉。三是本次連繫被害人方面稍有不順，其原因除獄方與犯保之
間的聯繫過程有再精進空間外，被害人分散在不同縣市，也增添犯保
志工聯繫的困難。研究發現，犯保以電話、家訪或通信聯繫時，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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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表示無意願或暫無會見受刑人之想法，反映雙方關係因隔離、信
任感不足緣故，要在短期內搭建對話平臺，恐再仔細評估。
關鍵詞：桑樹計畫、監獄修復式司法、女子監獄、SWOT 分析

壹、背景
法務部保護司於 2010 年開始選定士林、板橋、苗栗、臺中、臺
南、高雄、宜蘭、澎湖等 8 個地檢署試辦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並規劃在刑事司法體系中的偵察、審理、執行、保護管束/
更生保護 4 大階段發展適合之修復式司法模式與經驗。由於臺中地檢
署選定臺中女子監獄作為「執行階段」試辦修復式司法單位之一，2011
年臺中女子監獄完成「加被害者間接會面方案計畫」，鼓勵受刑人拍
攝道歉 DVD，透過犯保志工親送傳達受刑人道歉訊息，成效良好。
2012 年因有感於加強受刑人體會修復式司法精神，故引進更生團契
資源，推動「桑樹計畫」
（sycamore tree project），透過帶有宗教信仰
的引導，讓受刑人體會被害人的痛苦與傷害，由不相關的人士（具被
害人身分）擔任見證人，入監闡述被害經驗，使受刑人產生同理心，
俾轉化為對自己的被害人處境的理解和體會，並期盼進一步鼓勵受刑
人邀請被害人入監進行對話，以實現修復式正義關係修補之理想目
標。

貳、重要觀點回顧
一、相關理論
（一）監獄化理論
傳統解釋「監獄化」
（prisonization）觀點不外從：剝奪模式、
輸入模式、情境模式、順從模式等 4 個面向進行解釋（林琪芳，
2002；任全鈞，2006；吳瓊玉，2009；駱姿螢，2010），茲簡
介如下：
1. 剝奪模式（depri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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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ykes（1958）的論點，監禁的痛苦包括自由、物質、
被服務、異性關係、自主性及安全感的剝奪，受刑人為適
應監禁痛苦而導致受刑人次級文化的出現。
2. 輸入模式（importation model）
輸入模式認為監獄是由多元的副文化組成，裡頭人口的背
景錯綜複雜，因此本模式關注於受刑人未入監獄前的社會
化和經驗的影響。首先，受刑人有其獨特個性和社會背景，
此部分才是主要影響他們在監獄裡的行為表現之重要原
因。此外，受刑人次級文化表現出未入監獄前的信念系統
與規範，而不是一個簡單整體機構的監獄化結果。第二，
並不是所有受刑人在所有情況下都經歷了監禁的痛苦與剝
奪。為了適應監獄受刑人必須用個人的能力去尋找一個「適
合的位置」
，它能符合他們的基本需要。第三，監獄應該被
認為是一個「達到某種程度但未達全體」的機構。
3. 情境模式（situation model）
情境模式評論輸入模式在解釋監獄受刑人適應時忽視情境
的因素，此模式假定行為的開始與來源主要來自於情境因
素，例如一年中的季節變化，或者來自於受刑人和職員兩
者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因合作關係所產生的環境因
素。例如，因為炎熱天氣，受刑人在夏天比在冬天會有較
多違規事件，而不顧及他們個人的背景或與他們有關的剝
奪層次。在情境模式研究中，有三個問題常被論及：哪裡、
何時、以及誰讓這些行為發生。
4. 順從模式（compliance model）
本模式係由 Edward Zamble 和 Frank Proporino 於 1988 年提
出，主張受刑人的行為模式源自於其如何適應及調適監獄
環境。受刑人入監之後，即便是先前有其固有的經驗與價
值觀，但受到環境壓力影響，每一位受刑人在面臨壓力後，
都會嘗試自我調整到自認為最佳的適應狀態，尤顯見於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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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配合監獄管理人員。
（二）自我決定理論
美國心理學家 Deci Edward L. 和 Ryan Richard M.等人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根據 Deci 和 Ryan
（1985）的研究認為，自我決定就是一種關於經驗選擇的潛能，是在
充分認識個人需要和環境信息的基礎上，個體對行動所做出的自由的
選擇。自我決定的潛能可以引導人們從事感興趣的、有益於能力發展
的行爲 ，這種對自我決定的追求就構成了人類行爲 的內部動機（王朝
網路，2010）。
自我決定理論內涵方面，主要分成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個部分
（陳美玲、戴元益、江幸蓉，2011：1053-1054）：
1. 內在動機內涵
(1) 自主性（autonomy）
：自主性是指個體對其行為掌控程度
的知覺，當個體認為行為是出自於個人的自由意志，而
非被命令、被逼迫、或有被威脅的感覺時，便能對其所
選擇的目標產生允諾及追求的意願（蘇美如、黃英哲，
2009）
。自主性的概念應用於個體時，其含意包括個人的
自我決定、自我規範、做自己的主人等等。根據自我決
定理論在運動休閒中，是指個體能擇其所愛，愛其所擇
的情境。例如：個體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意願選擇自
己喜愛的健身運動類型，不受任何外力影響。
(2) 勝任感（perceived competence）：勝任著重在個人能有效
率地與環境互動，個體覺得自己的能力是否能有效的因
應外界的需求，也就是所謂的能力知覺（陳建瑋、季力
康，2009）
。能力知覺就是一種個體對本身能力的主觀認
知，個體會為了獲取足夠的勝任感，而挑選那些他們認
為挑戰性適中的工作或任務。例如：個體會選擇自己比
較擅長的運動項目來當休閒運動，而不會選擇自己完全
不會的運動項目當作休閒運動項目。（張永光、蘇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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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3) 歸屬感（relatedness）：歸屬感是指個體在行為過程中，
涉及感情上是否能與他人產生連結的程度，尤其當環境
提供足夠的接納、關懷與溫暖的情感力量時，更能夠促
使個體接受各種挑戰，而達到心理成長的目的。
2. 外在動機內涵
(1) 外在調節：這是調節連續性中具備了最少的自主目的，
個體的行為完全受到外在事件的控制。
(2) 內攝調節：
「我完成這項行為是因為我感覺到我內在的緊
張狀態（如內疚）迫使我去完成它」
。這項調節需要個人
接受外在調節，並以一種與外在調節同一類型相關的形
式來維持它們（Connell & Ryan, 1989）。
(3) 認同調節：認同調節包含了更多的內化，個體根據一項
行為對本身的價值、利益和重要性的知覺，而從社會認
同轉移到較高的自我決定動機。
(4) 整合調節：這是自我調節的最後一個程度同時也具備了
最多自我決定，個體在此一調節其價值觀、態度、並且
在各種不 同行為構面的調節上逐漸形成體制以及一致性
（Deci ＆ Ryan, 1991）
（三）明恥整合理論
澳大利亞學者 John Braithwaite 於 1988 年提出
「明恥整合理論」
（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
，該理論以「羞恥」
（shame）
的概念列為理論核心位置，並強調羞恥可進一步區分成：「整
合性羞恥」
（reintegrative shaming）與「烙印性的羞辱」
（stigmatic
shaming）兩種。
「整合性羞恥」的社會，會增加個體間之「互
賴」程度，形成高「共信」的社會，據以發生高社會控制，進
而減低犯罪的發生。相反地在「烙印性的羞辱」的社會，個體
間的「互賴」程度低，彼此信任感不足，因此對於犯罪者及其
行為，將採取排除的處理手段（黃富源，1992：93-98；陳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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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06：77）。
（四）SWOT 分析法
SWOT 分析法（稱 TOWS 分析法、道斯矩陣）即態勢分析法，
20 世紀 80 年代初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 Geoerge
Albert Steiner 於 1965 年 提 出 ， 包 括 分 析 企 業 的 優 勢
（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
脅（Threats）
（黃志翔，2011）
。SWOT 分析，係將與研究對象
密切相關的各種主要內部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等因素，通
過調查列舉出來，並依照矩陣形式排列，然後研究者邏輯的思
考，把各種因素相互交比對分析，從中得出一系列相應的結
論，而結論通常帶有具體建議答案（平衡計分卡推廣協會，
2008）
。通常實施 SWOT 分析法會先將組織或某一方案之內外
部客觀條件予以完整蒐集，然後透過討論，主要提問 4 個問
題，分別是：1.如何善用每個優勢？2.如何停止每個劣勢？3.
如何成就每個機會？4.如何抵禦每個威脅？並將可能之解決
答案，置於 SWOT 分析表當中（如下圖）
，進而呈現出該組織
或方案未來該強化的重點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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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獄修復式司法與「桑樹計畫」
陳祖輝（2012：56-75）曾指出，國際上仍有多國矯正機構嘗試
從兩個方面開始著手實踐監獄修復式司法精神：（一）對矯治體系內
－融入日常教化活動與生活管理中的「維和」
（peacemaking）技術練
習（通常是以受刑人為中心的學習技術），改善受刑人間發生衝突之
問題解決模式，並藉此發展出「修復司法教區」（restorative justice
units）之構想，提供受刑人自我管理與爭取榮譽之矯正管理哲學。
（二）
對矯治體系外－將社區或非正式的修復式司法會面（議）場合移至監
獄矯治機構內，透過專業的第三方對話促進者，讓加、被害人雙方在
矯治機構內進行對話、情感抒發、和解與接納，並適時簽署修復補償
契約，進而影響到後續矯治機構的提報假釋（基於雙方和解，被害人
同意獄方給予受刑人提早假釋以承擔補償之責）與在觀護階段的保護
管束期間，由觀護人監督其修復補償契約之落實。
其中，對於創建「在監獄推動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 in
prison）理念而言，相關實證研究發現（Armour, Windsor, Aguilar, &
Taub, 2008）
，透過監獄宗教信仰教化途徑推動修復式司法，不但可以
感化受刑人，同時對於受刑人出獄後的再犯率有明顯的下降；其中若
接受以信仰為基礎（faith-based）的修復式司法教化課程，可改變監
獄暴戾風氣，受刑人同儕間之關係亦可藉修復式司法的調解方式，化
減衝突進一步擴大之危機。
桑樹計畫（Sycamore Tree Project）內容方面，係在監獄內推行密
集式 8 週的課程方案，其作法將引領犯罪被害者進入監獄，並會晤與
案件無關之受刑人（藉由與無利害關係之被害人互動，以理解或投射
到自身案件被害人的感受與立場）
。雙方討論焦點在於：犯罪的影響、
造成什麼傷害，以及如何導正問題等議題之上。方案進行過程，被害
者與受刑人共同參與 8 次兩小時的專題研討。進行中使用一個實驗型
討論導引，由對話促進者引導活動團體中的成員分享彼此的感覺與對
未來如何期待的書信和制訂契約，被害者被賦予機會，藉由自己控制
主導活動的發展，使其展開一場治療與回復的旅程。課程內容與特
徵，請詳見筆者於 2012 年發表在本期刊之「信仰為基礎的監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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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義：以『桑樹計畫』為例。」一文。

參、臺中女子監獄試辦「桑樹計畫」
一、成員篩選
本計畫於 2012 年 2 月份開始調查臺中女子監獄收容人之符合條
件：（一）有與被害人修復意願；（二）有直接被害者；（三）具基督
教或天主教宗教信仰者；
（四）出監日期預計為 2012 年 12 月之後(即
可全程參與課程)；（五）為初犯條件之收容人。
因該監符合上述條件者不足額（預計徵選 30 名）
，故改以開放邀
請有意願參與該團體課程之非基督教或天主教收容人參加，本次課程
參與學員共 15 位，成員資料如下表 1。
表1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年齡
46
32
27
36
43
28
31
38
35
54
30
29
25
33
40

罪名
殺人
毒品
殺人
殺人
妨害性自主
殺人
傷害致死
強盜
強盜
偽券
強盜
傷害致死
傷害致死
強制性交
強制性交

成員名冊

刑期
8年
4年6月
15 年
7年
9年
14 年
11 年
9年
8年4月
4年8月
6年7月
12 年 3 月
10 年 9 月
7 年 10 月
13 年

被害者關係
夫妻
男女朋友
夫妻
母子
朋友
男女朋友
朋友
無
朋友
受雇
無
朋友
認識但非友人
無
朋友

宗教信仰
天主教
佛教
無
基督教
佛教
無
無
道教
佛教
道教
無
佛教
無
天主教
道教

資料來源：臺中女子監獄

二、講師邀請
臺中女子監獄社工師張嘉玲與更生團契臺中分會董月春牧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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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以及臺中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推動小組對話促進者林俞妙律師，邀
請渠等支援桑樹計畫課程，2012 年 2 月份確定邀請董月春牧師、李
當選傳道、林俞妙律師、潘錫恩傳道及譚治宜傳道擔任第一階段桑樹
計畫課程講師。第二階段之讀書會團體由監獄社工師張嘉玲帶領，進
階團體課程由陳祖輝老師進行授課。
三、課程規劃
2012 年度桑樹計畫分為兩階段課程，第一階段課程（詳見下表 2）
在課程說明會後，由更生團契講師進行七次課程，第八次課程由本監
社工邀請臺中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推動小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中
分會之代表、見證人和成員家屬參與結業式。
八次桑樹計畫課程後，由陳祖輝老師和張嘉玲社工師舉行第二階
段進階課程（如下表 3），主要目的在強化學員針對桑樹計畫與修復
式司法之間的觀念連結，課後依據受訪意願進行訪談，以作為桑樹計
畫課程之評估參考。
表2

週
次
1

第一階段桑樹計畫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單元

授課者

3/9

五

9:30-11:30

本監社工

2

3/16

五

9:30-11:30

3
4
5
6
7
8

3/30
4/13
4/27
5/11
5/25
6/8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9:30-11:30
9:30-11:30
9:30-11:30
9:30-11:30
9:30-11:30
9:30-11:30

9

6/22

五

9:30-11:30

開課說明會
自我介紹&何
謂桑樹計畫
罪是什麼
責任
認罪與悔改
寬恕
賠償
邁向和好
慶祝與敬拜─
結業式

資料來源：臺中女子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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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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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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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第二階段進階團體課程表

週次
1

日期
9/18

星期
二

時間
9:30-11:30

2

9/18

二

13:30-15:30

3

10/23

二

9:30-11:30

4

10/23

二

13:30-15:30

課程單元
介紹修復式司法
與被害者交流：
說故事與同理心
與被害者交流：
認錯與道歉
與被害者交流：
討論如何處理傷
害與賠償

授課者
陳祖輝老師
陳祖輝老師
陳祖輝老師

陳祖輝老師

資料來源：臺中女子監獄

肆、結果呈現
一、聯繫被害者工作情形
案件轉介及開案後，臺中女子監獄社工師張嘉玲與臺中地檢署修
復式司法推動小組聯繫之窗口，係每次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討論開案後
之後續進度，所有案件均先以書信寄送，僅 7、12 號（兩者為同案）
之被害人母親回覆，表示無願意修復。結果發現，多數被害者在地檢
署推動小組電話或親訪之聯繫過程後，表示無意願或暫無意願會見加
害者，相關情形彙整如下表 4。
據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推動小組承辦之觀護人表示，因轉介之案件
皆已進入執行階段，若進行修復勢必將再重啟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受害
印象，在同理當事人心境之原則下，有必要考量如何以最輕、不造成
二度傷害之方式聯絡被害人，而且詢問其修復意願且需前往監獄進行
復和會議，具有一定之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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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聯繫日期

修復工作進度說明彙整表

成員
編號

1

4
101/8/31

9

4
101/9/20
9

修復工作進度說明
推動小組聯繫南投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對方表示
該個案持續服務中，案子沉默，其家屬似表達假釋
後再談，現仍有林俞妙律師教會團隊持續關懷中，
將再請瞭解家屬是否有意願蒞監參與復和會議。
推動小組電詢板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對方表示
於民國 99 年接觸被害人之父時遭拒訪，服務時被害
人父親表現沉默。犯保工作人員表示被害人居住於
舊社區，事發當時成為鄰里公園談論之話題，對案
家造成極大影響。
經修復式司法陪伴者訪視被害人父母，對方表達不
願意讓被害人再面對加害人，當初已原諒其他共
犯，但主謀表達寧願入監也不和解，故擔心其出監
後是否會有報復或恐嚇等行為。此案陪伴者認為被
害人父母於案發時表達原諒，有再努力之空間，持
續連繫中；亦告知陪伴者，可建議被害人父母以代
理人身份，參加復和會議表達想法。
推動小組以電話聯繫被害人之父（即加害人之夫），
對方話少，表示有收到信件，無意願見面，也沒有
話要對加害人說。
修復式司法陪伴者已進行第二次訪視，並向被害人
父母表明可以代理人身分與加害人對話，本次其父
表現較冷淡（陪伴者評估可能正忙他事中），其母
無決定權；陪伴者將再進行訪查。

資料來源：臺中女子監獄

二、桑樹計畫課程之學員回饋
（一）授課方式凸顯強烈宗教色彩將偏離修復式司法精神
由於首次在臺中女子監獄試辦桑樹計畫，加上授課者（牧師）接
觸加、被害兩造和解受訓時間不長，參與學員非完全屬基督教
徒，授課者事先未能體察學員之宗教信仰差異，故讓非基督教信
仰的同學感覺課程的宗教儀式性活動和語言太重，與如何學習修
復關係之期待，明顯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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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我知道桑樹計畫是跟基督教有密切相關…
我們對聖經的內容並不瞭解！她們（董牧師）就那一篇，同樣的課，
一直在 run 那一篇福音，一直在 run 那一篇福音！譬如說桑樹計畫那
篇文章的撒該，我們前面四、五次都會一直重複，可是就是同一篇文
章，她（牧師）就一直叫我們唸。可是好多堂課都一直再講重複的東
西，我們會覺得，因為妳（牧師）沒有辦法深入到裡面（心裡）去，
就是一直討論罪是什麼？討論那個罪人！（A1）如果是太深奧，或
是聽不懂的故事，我會放在一邊！因為我不可能限制講師不談宗教，
但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思維，挑我需要聽的東西，回去之後自己再整
理，有時間再跟嘉玲老師商討，或是跟基督教的同學聊！（A3）」
「某
一次好像覺得宗教色彩太濃了，覺得修復式課程裡所要談到的，好像
有一點脫節…（A5）」「我覺得宗教的部分，就是基督教的部分講太
多了，他幾乎前面都整個繞著那個撒該，就是桑樹計畫那篇聖經，然
後衍生出幾個問題…其實他們也可以拿聖經的故事，把它重點拿出
來，再跟現實生活，譬如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的一些故事，再給它套
用下去，我們比較容易感受。（A9）」
（二）桑樹計畫的課程有助於提升對被害人之同理
桑樹計畫的課程協助學員提升對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之同理
心，並使其能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的感受，不同於過去認
為只要服刑負起「國家債」即可的想法，而進一步地思考自身與
被害人之間仍存有未償還的「道德債」，除欲表達釋出誠意的道
歉外，亦期待透過修復式司法方案的實施也能化解被害人的傷
痛：
「…自己的變化是比較設身處地，以前都認為自己是對的，現在
倒認為全部都是自己的錯，而且就像同學講的，其實苦的都是別人不
是我們，上這個課以後才慢慢能體會。
（A5）」
「以前都會覺得我已經
被法官判刑了，我把我該還的還一還就好了，刑期關一關就好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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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做一些後續的賠償啊、關心被害者家屬的感受啊，可是現在會
想撫平他的傷痛，想要跟他道歉，看能彌補他什麼。（A6）
」
「會變得
更瞭解，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我們以為我們自己的傷痛已經很難
走了，你們應該比我們 ok 吧，你們在外面啊。其實他們外面只是一
個假象，內心的枷鎖比我們更多。
（A7）」
「…透過這個過程，可以讓
我們瞭解被害人家屬的心情 （A9）
」
「…其實會覺得應該要去做，因
為畢竟這個事情已經造成了，雖然你來關，可是我覺得，有時候關只
是一個形式上的，欠人家的道歉還是要真正的給人家一個正式的對不
起。（A8）」
（三）課後認為有信心面對被害人
學員對於修復式司法方案幫助其與被害人聯繫存在高度且一致
性的期待，不僅認為監方課程、地檢推動小組和犯保志工等各方
的資源能成為加害人與被害人溝通的橋樑和促其邁向道歉和修
復道路的重要支持力量，更希冀藉由志工將其訊息傳達予被害
人，並瞭解被害人與加害人接觸和對話之態度及感受，顯見外界
資源的引導和投入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修復的重要關鍵：
「…我覺得需要運用公眾的力量，因為我們團體，也就是監所，
還是各方團體、信仰、志工的力量，做為加害人的力量。(A5)」「…
曾經有想用書信的方式，可是怕說書信他們可能都不看，然後上課有
提到說會派志工和被害人一起看信，知道他們一定會接收到我們的訊
息，只是反應會怎樣不知道。(A6)」「上完這堂課讓我知道還有修復
式司法的促進者和陪伴者是幫助我的，讓我們的心能更加堅定，不會
再害怕和茫然。(A7)」
「如果已經達成共識的話我會自己寫(信)，可是
如果還是沒有辦法的話，我想還是會透過犯保他們，這樣他們(被害
人)的接受度會比較高，比較不會那麼排斥。(A9)」
（四）桑樹計畫有利於受刑人對外「搭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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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係懲罰的場所，亦有對外界人際關係暫時性斷裂之「剝奪效
果」，學員認為桑樹計畫有利於將自己的道歉聲音帶到外界，比
起以前在看守所時的封閉而言，因為監所原本封閉的環境，不利
於受刑人向外尋求被害人和解：
「以前在看守所羈押的時候，我有寫過信！但是那時效果並不是
很好！是沒有橋可以鋪的！是沒有橋的！（A1）我很可能會放棄和
解！因為……我講一句實在一點的，我們已經定刑了，在這邊執行
了！我們還要與被害者和解，無非是讓自己求得心安！因為我都要進
來這裡服刑這麼長的時間，她們（家人）不會贊成我在裡面和解，因
為和解，也不會改判變輕啊！（A2）現在與被害人完全沒有通訊！
（A3）」
（五）課程中安排「見證人」演說對學員衝擊影響最大
桑樹計畫安排見證人入監說明自己親身經歷之案件，讓學員站在
被害者之立場，激發同理心與羞恥感，並重新省思自己的被害者
案發後的心路歷程。訪談發現，更生團契臺中分會特別安排幾位
「見證人」現身說法，對學員內心的心理衝擊影響最大，如東海
大學女學生命案之被害者母親賴媽媽的說明，最能撼動學員內
心，如下：
「另外妙 o 的爸爸遭車禍，跟賴媽媽這兩個案例對我們就有正面
的影響。因為我們認為不一定都是要做金錢賠償，是我們想得太困
難，被害者要的不是賠償，是我們真心的道歉；我們只要把內心真正
的感覺和道歉跟被害者聊，不要因為被拒絕一次，就自討沒趣！就像
賴媽媽講的，她要的就是那個心而已！（A4）
「就是加害者和被害者
分享，最深刻的是東海案的那個媽媽，因為我一直很在意被害人這一
塊，然後她的角色剛好也是被害人…聽完她的話我覺得收穫很多，就
讓我不會害怕去接觸被害人，因為以前都是我想太多，其實他要求也
許真的沒有什麼，也許都是我能夠做到的。(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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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桑樹計畫對在監學員具有充權和心理支持的影響
由於監所的教誨課程大多對受刑人有抒解壓力和心理支持的效
果，而桑樹計畫亦有類似同等影響，惟較一般教誨課程不同之
處，它更具有治療與充權的影響力，盼對參與學員發揮課後產生
具體行動之改變，如影響同舍房的同學，引發其他人明年想參與
課程之興趣，參與學員想寫道歉信或出獄後想回來當見證人等：
「覺得來上課很放鬆！這就是唯一的期待！（A1）雖然我們是
加害人，我們也需要傾訴。
（A2）如果我們出監後，監所還有開這個
課程的話，希望我們有這機會回來監獄分享！因為我們一路上從不認
識桑樹計畫，到認識桑樹計畫，我們即將面對更進階，面對被害人的
那種心境，剛開始大家都會害怕，我們可以去分享說，這個害怕是個
過程。但是最後會有一股力量挺這妳，繼續往前走！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可以在監所內推動的！持續的對我們加害者很有幫助！（A3）因
為之前我問嘉玲老師說，可不可以先寫個道歉信！我就跟同舍房的同
學說等我們這堂課結束了，明年也許可以參加，然後可以去寫道歉書
信！她有跟我借資料去看，她想做好心理建設來上這門課！（A4）
」
「我覺得桑樹計畫對我而言，最有感觸的是寬恕這兩個字…其實有時
候你真的去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才可以往前走，不然其實沒有來上
這堂課，你只是單純地把該負的，服刑服完，你也沒有，內心沒有得
到一些修補。(A8)」
（七）桑樹計畫課程中的同儕交流與支持為學習收穫之一
因桑樹計畫的課程討論多觸及「羞愧」
、
「懺悔」之情感性、隱私
性議題，使得學員對於團體凝聚和學員參與度有較高之期待，另
一方面，在團體「安全」和「支持」的氛圍下，學員於團體內進
行分享的意願提高，也藉由彼此的討論與互動，相互支持，並由
他人情境反思自我：
「…因為我可能要求比較多，我希望整個小團體大家都參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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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有參與但沒有表達都 ok，我比較在意那個參與感。
（A7）」
「我
觀察到我們第一堂課都不喜歡講話，又不喜歡分享，可是到了幾堂課
之後，變得大家比較懂得去分享，然後還有會比較有笑容吧啊…慢慢
地你會覺得他們都會去分享他們的內心的感覺。
（A7）
」
「就是看到其
他同學都願意發言啊、分享，因為其實我很害怕講話，但是看到別侃
侃而談，就會覺得ㄟ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會試著開口。（A6）」

伍、桑樹計畫之 SWOT 分析與理論印證觀察
一、臺中女子監獄試辦桑樹計畫之 SWOT 分析
筆者將參與學員對桑樹計畫課程之回饋意見，以及研究者對整體
課程之觀察，茲將觀察到的特點及條件因素納入 SWOT 分析表
格之中，藉由研究者的詮釋與經客觀第三人之討論，將臺中女子
監獄桑樹計畫所遭遇之內外部之機遇與挑戰因素，以及各種未來
因應對策之想定，如下表 5、6。
表5

臺中女子監獄桑樹計畫之 SWOT 因素分析表

S 優勢

W 劣勢

一、易於融入監所教化活動
二、臺中女子監獄的支持
三、女性受刑人參與教化活動程度高
四、修復式司法已在監獄內推廣
五、監所獲得外界資源協助
O 機會

一、桑樹計畫難以全面推廣問題
二、監獄管教人員全力配合問題
三、授課講師的教學問題
四、無法有效聯繫到被害者
五、對參與學員缺乏實質誘因
T 威脅

一、法務部全國推動試辦修復式司法
二、監獄教化工作有機會創新
三、試辦期間外界資源可挹注監所
四、替加、被害雙方搭建和解平臺
五、有利於對外宣傳犯罪矯治成效

一、被害人不領情、不願意接見
二、課程活動宗教色彩太濃
三、矯正單位及地檢署合力分工問
題
四、活動成效如何彰顯問題
五、閉門造車致缺乏對外宣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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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S
優
勢

內
部
分
析

W
劣
勢

臺中女子監獄桑樹計畫之 SWOT 交叉因素評價表

外部分析
O 機會
T 威脅
【ST】（威脅避險策略）
【SO】（機會追尋策略）
一、建議矯正署挑選幾所矯正機 一、監獄擴大對監獄內管教人
員舉辦長年教育訓練，尋
關試辦不同修復式司法方
求管教人員支持，並建立
案，向所在地地檢署爭取預
全監一致的做法。
算試辦。
二、桑樹計畫可影響受刑人知恥 二、監獄執行單位與外界協力
單位（犯保志工）一同先
的重要性，透過課程教化，
拜訪被害者，傳達監獄推
可避免受刑人走向監獄
動 桑 樹 計 畫之 意 義 與 操
化，促使其服刑期間願意積
作過程，並增進被害者信
極尋求與被害者和解。
心。
三、監獄可將試辦方案與執行成
效，邀請媒體入監採訪，或 三、將修復式司法與桑樹計畫
列 為 監 所 教化 常 態 性 教
是與媒體合作，開辦 call-in
化工作重點。
節目（透過志工事先與雙方
接觸後，並獲同意，分別以 四、監獄可思考將自營作業產
品收益，一小部分固定捐
化名上廣播節目），讓加、
贈推動修復式司法基
被害雙方在空中傳達彼此
金，讓該基金可用於幫助
意見交流。
受 刑 人 預 先補 償 被 害 者
四、若監獄順利搭建加、被害者
之用，或可以納入長久推
對話平臺，對傳統監獄內文
動桑樹計畫使用。
化、犯罪矯治處遇方式將產
生變革。
【WT】（劣勢防守策略）
【WO】（優勢強化策略）
一、矯正署成立研究監獄修復式 一、審慎訪詢在監內參與修復
式 司 法 或 桑樹 計 畫 之 合
司法推動策略工作小組，邀
適對象。
集各監所相關人員一同研
討，建立推動方向與操作做 二、在監獄內部尚未全面支持
前，宜採小區域、小團體
法。
方 式 進 行 ，俟 條 件 成 熟
二、將受刑人與被害人和解的精
後，再擴大參與範圍。
神納入法制化，如針對累進
處遇條例、監獄行刑法、假 三、訓練修復式司法課程種
子，讓參與學員回到舍房
釋法等法令進行調整與修
時，向同房室友推廣，以
改。
及 遴 選 先 前參 與 之 學 員
三、結合外界相關資源，持續在
擔任種子教官，協助帶領
監獄內擴大推動修復式司
團體討論。
法或桑樹計畫課程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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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會追尋策略分析（SO）
：建議矯正署可結合地檢署擴大試辦、
爭取宣傳
從本次臺中女子監獄試辦經驗發現，過去傳統的監所教化活動均
在封閉體系內進行，缺乏與外界互動，且監所對外宣傳自營作業與技
藝成果為多，較少對外宣傳監所的教化工作成果，以致於外界始終對
監所教化成果產生質疑，甚至監所對教化工作的重視情形，外界的印
象可能不如戒護與作業來得顯眼。臺中女監試辦桑樹計畫期間，由於
臺中地檢署在國內試辦修復式司法已有建立一定程度經驗與正面形
象，女監試辦桑樹計畫附屬在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之一環，已大大
提升其能見度，如 2011 年政大法律系謝如媛教授陪同日本民間修復
式司法實務工作者等三人前往該監參訪等，故未來發展方面，建議 3
個面向，一是法務部矯正署可先挑選試辦監獄，包括看守所、少年矯
正學校與輔育院、女監、男監、外役監獄等，針對新收被告嫌疑人、
新收受刑人、申請假釋或即將期滿出獄者在監搭建修復式司法會議平
臺，以評估其成效後，再擴大實施。二是試辦矯正機關可結合在地地
檢署修復式司法方案，爭取試辦資源，並輔以自營作業部份收益，轉
入支持修復式司法試辦工作。三是結合傳媒力量，爭取傳媒入監採訪
受刑人願意向被害人道歉和承擔責任之新聞，進而扭轉社會大眾對監
獄只剩「懲罰」功能之偏見，而提高監獄擔負社會與教化責任之能見
度。
（二）威脅避險策略分析（ST）：監獄成立推動小組、獄方人員「走
出去」
在威脅避險策略方面，臺中女子監獄推動桑樹計畫問題，主要出
自於監所內部管教人員的支持情形、外界志工協尋與聯繫被害者之困
難、未來監獄支持桑樹計畫執行的預算等 3 個面向之上。策略做法上
有 3 點：一是由監獄內部成立推動修復式司法或桑樹計畫小組，成員
跨戒護、教化、調查、作業等科室，一方面就執行課程計畫時，其他
科室如何配合問題（參與學員如何遴選、參與期間的作業量能否酌
減、對於申請假釋者鼓勵優先參加），進行討論與建立共識，如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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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的身分條件，除當事人有意願外，是否要建立遴選機制，針對新
收、申請假釋、長期刑、少年刑事、具宗教信仰、有修復情感之必要、
服刑期間設法與外界被害者聯絡等條件之受刑人列為優先遴選對
象，並將修復式司法與桑樹計畫等課程列為監所長年在職教育之活
動，讓監獄內所有管教人員瞭解該活動之目的與操作方法，使之全力
配合。二是與臺中女子監獄參與學員有關之被害者資料，依現行做法
需委請犯罪被害者保護協會臺中分會志工協尋、聯繫，由於志工協尋
時僅能先以電話聯繫被害人，並傳達監獄內參與學員求見對話之邀
請，恐無法完整表達受刑人之想法，未來建議監所教化人員採「走出
去」策略，如與犯保志工一同拜訪被害者，說明桑樹計畫的推動情形
與協助傳達受刑人心聲。三是臺中女子監獄之桑樹計畫預算源自臺中
地檢署緩起訴金，且目前試辦期間係採監所向地檢署以計畫審查方式
申請，非長年性實施計畫預算，恐面臨停止提供預算之日，倘監所本
身認為未來有持續實施之必要時，能否朝監所自闢財源方向努力，如
將監所自營作業收益固定捐出一小部分作為推動修復式司法基金，可
作為受刑人與被害者達成協議前之預支補償金，增強被害者的信任，
有助於雙方關係和解。
（三）優勢強化策略分析（WO）：邀集矯正人員研討、透過修法吸
引受刑人參與
在這裡主要關注焦點有二：一是如何讓修復式司法或桑樹計畫在
監獄內持續推動；二是如何吸引受刑人積極參與。按優勢強化策略的
本意，在於強調「如何成就每個機會？」首先，建議矯正署可成立研
究監獄修復式司法推動策略工作小組，邀集各監所相關人員一同研
討，建立推動方向與操作做法，並且廣納外界資源入監協助推動相關
方案，使監獄修復式司法有機會持恆發展下去。其次爭取或吸引受刑
人參與相關活動，要從修法著手，讓受刑人因為參與相關活動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有機會可以讓受刑人承擔賠償之責。
（四）劣勢防守策略分析（WT）
：審慎遴選參與學員、試辦期間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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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為主
這裡著重如何減少執行桑樹計畫風險問題，透過劣勢防守策略分
析想定，包括要審慎遴選合適學員，擔心其刻意藉此管道爭取特殊利
益，因此監所應設定一些篩選機制，使有情感修復需要者且案情經已
查證屬實者，應優先徵詢其意願遴選入計畫活動中。其次桑樹計畫試
辦期間，應以小團體為主，每一個小團體人數應控制在 10 人以內；
另可以鼓勵學員收封後在舍房內推廣課程要點，以及遴選先前參與之
學員擔任種子教官，協助帶領團體討論。
二、理論印證桑樹計畫對學員參與後之影響
（一）學員參與桑樹計畫後欲求見被害者降低監獄化傾向
從傳統監獄化的角度以觀，說明受刑人如何因應監獄次文化的影
響，以自利的角度思考自己在監獄社會中，找尋自我定位。因此傳統
的監獄化觀點會認定受刑人眼前只在乎：在監獄如何過得好的問題？
至於如何與外界聯繫上，除了與家人、朋友等重要他人建立支持的網
絡外，大概唯一能做的、能設想的都是處理好在監獄內的生活關係。
本次在臺中女子監獄的桑樹計畫推動過程發現兩個變化，有利於降低
參與學員的監獄化思考傾向。一是桑樹計畫中有「見證人」的安排，
多數學員從這些曾經身為被害者的見證人故事中，想到自己被害人的
處境，以及家人的處境，她們同理心產生之際，以及敘述對被害者與
家人的愧疚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她們所關注的部分不在只有監獄內
的生活，也關注到外界其他人的生活，修復式司法鼓勵受刑人與被害
人對話，目的正在於將激發其主動性，避免只有監獄內打發時間之消
極不作為，若能承擔責任賠償被害者，將可以印證其悛悔向上之心，
應協助其提早出獄，重新與社區重修舊好，免於監獄化之負面影響。
（二）學員參與桑樹計畫後有信心面對被害人
從自我決定論的角度而論，臺中女子監獄試辦之桑樹計畫給予參
與學員充權（empowerment），從渠等訪談中可以發現，如果監獄協
助其搭建與被害者之間的對話平臺，她們有信心面對被害者。從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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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角度分析，由於桑樹計畫讓受刑人省思自己的錯誤，並且瞭解
她們傷害的不只是被害者，亦波及其他人包括被害者家屬與自己的家
屬，乃至於社區都受到影響。如果經過彼此面對面溝通與對話可以消
弭對立關係，這對受刑人的家人形象挽回均有助益，同時自己在監服
刑也有安定效果，所以是利他與利己之事。另一方面從參與學員幾週
下來相互討論，如讀書會，以及實施桑樹計畫中的小團體給予彼此一
種支持力量，使她們不再害怕承擔責任，願意先面對被害者，種種跡
證看來，參與學員的自我決定歷程，因自身體會到參與桑樹計畫利多
於弊，因此參與者從一開始姑且試之之心態，逐漸對該活動產生認同
與支持，並從中重新定位自我。
（三）參與學員雖提升知恥概念惟仍擔心被害者與社會不接納自己
明恥整合理論在修復式司法中扮演重要理論支柱，由於本次的監
獄試辦桑樹計畫，並無法探知兩個部分：一是參與學員能否成功被整
合於原先社區，主要原因在於本次計畫沒有一個受刑人成功與被害者
達成聯繫，且能夠順利進行對話，其次參與學員尚未假釋出獄，故無
法瞭解社區對她們知恥後的反應。二是目前臺灣民間社會受到政治與
經濟負面因素，共信與互賴之紐帶關係相當脆弱，尤其對受刑人假釋
出獄後的接納程度有限，因此本研究暫無法追蹤學員出獄（參與學員
均尚未假釋）後的可能遭遇，難以用該理論印證本次桑樹計畫之成果。

陸、結果與建議
臺中女子監獄之桑樹計畫係國內監獄首次結合基督教更生團契
之創新作法，除藉《聖經》中教義以突出修復式司法精神外，活動中
擔任「見證人」相關人士，係曾具有被害經驗之背景，透過渠等闡述
自身被害經驗與療癒過程，更能提高監獄受刑人對被害人的同理心。
由於國外桑樹計畫課程結束後並無規劃學員與被害人進行修復式司
法會議對話，臺中女子監獄為配合地檢署試辦修復式司法之政策，故
規劃於桑樹計畫課程結束後，正式透過其犯保志工協尋被害者，盼能
有機會幫助獄內參與學員搭建不僅是「復歸」之平臺，更是勇於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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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之平臺。
本次計畫呈現三點結果：一是監獄與地檢署、更生團契、犯保分
會、學界等單位合作，彰顯監獄與外界資源整合有助於犯罪矯治的革
新與創造條件。二是在受刑人的改變方面，傳統的教化活動比較偏重
說教方式，由於桑樹計畫中安排見證人說故事，此現身說法比起傳統
說教、講述道德觀點來得更加引人入勝，研究中觀察到許多學員因為
幾個特殊見證人的生命故事或家屬遭傷害案例，其故事內容簡單，但
見證人說明其療傷止痛過程，以及願意待參與學員為朋友，其接納的
態度感動在場學員，也為她們激勵願意向自己的被害人道歉。三是本
次在協尋被害人方面稍有不順，其原因除獄方與犯保之間的聯繫過程
有再精進空間外，被害人分散在不同縣市，也增添犯保志工聯繫上的
困難。本次研究發現，犯保以電話、家訪或通信聯繫時，被害者均表
示無意願或暫無會見受刑人之想法，反映雙方關係因隔離緣故，信任
不足，若要短期內搭建對話平臺，恐需再仔細評估。
目前我國矯正機關在受刑人假釋前，均會審酌被害人意見，此已
隱含修復式司法著力的契機，如可藉受刑人申請假釋時，透過地檢署
修復式司法推動小組機制，委託派遣對話促進者與陪伴者穿梭兩造雙
方進行對（傳）話，並將當中的意見納入假釋審查委員會，如果受刑
人已具備可行之賠償方案，或與被害者及其家屬達成和解，建議可考
慮提早假釋，以收激勵效果，此做法可參考加拿大等國之修法經驗。
三是鑑於矯正機構內部人員對修復式司法之概念尚未完全建立共
識，未來可透過長年性教育訓練，凝聚未來操作之方向與共識，俾使
監獄內部操作時，減少不必要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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