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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別：監所管理員 

科 目：監獄學概要 

王 薔老師 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一、懲罰模式（punishment model）之內涵為何？試說明之。（20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陳的功力，反而應是得分關鍵。 

【使用學說】巴特拉斯犯罪矯正三大主流 

【擬答】 

美國學者巴特拉斯（Bartollas）將對待犯罪人的理念與手段區分為三大模式，也稱為犯罪矯

正之三大主流，分別是懲罰模式、矯治模式以及正義模式，此三大矯正模式對世界各國矯正

實務具有深遠之影響。而關於懲罰模式之內涵，本文分述如下： 

懲罰模式之理念及緣由： 

懲罰模式的理念源自於古典犯罪學派的思想，懲罰模式認為人類在功利主義下，是基於自

由意志、理性選擇，為了自身的不法利益而從事犯罪，故強調使用消極限制自由之監禁來

懲罰犯罪者，使犯罪人為其造成的損害付出同等代價。 

懲罰模式之內涵及具體類型： 

古典犯罪學派思潮，認為懲罰具有「應報」、「嚇阻」、「隔離」等作用，甚至於有「陰

謀」作用之說法： 

內涵 

應報：認為犯罪者是罪有應得而須受到刑罰，且罪行與處罰應成比例。 

嚇阻：認為懲罰之作用即在影響犯罪風險之高低，迫使潛在犯罪者不敢犯罪，使其認

為犯罪是不值得、划不來的。懲罰嚇阻之作用分為兩大類： 

一般威嚇：使一般未犯罪者知曉犯罪將受到懲罰，因而害怕刑罰，進而影響（嚇

阻）其決定是否犯罪。 

特殊威嚇：指對於已犯罪者加重懲罰，使其懼怕，進而影響其不敢再犯，降低累再

犯之可能。 

隔離：藉由自由刑之使用，將犯罪者與社會隔離，將有再犯可能之人監禁，以確保社

會安全，減少犯罪事件之發生，例如將核心犯罪人選擇性長期監禁。 

懲罰是一種陰謀：「批判激進派」之學者認為，懲罰已經成為被資本主義強權之資本

家所利用之工具，以達穩固政權，賺取利益之目的。 

具體類型： 

死刑 

自由刑（包含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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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假釋之審核機制為何？有何精進假釋作為？試論述之。（20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我國現行監獄行刑法之假釋相關規範，因此條號、條文關鍵內容的熟悉為必備功力，不可不

慎，但也無須條文內容字字都背下。 

【擬答】 

關於我國現行假釋審核機制以及相關精進作為，分述如下： 

 

假釋提報要件: 

須受徒刑之執行 

釋要以受徒刑之執行為前提要件，死刑（係剝奪犯罪人之生命）、罰金刑（無須入監

執行）和拘役（刑期甚短，依規定有期徒刑執行須滿六個月）均無假釋之適用。 

徒刑之執行須逾法定期限 

依據刑法第 77 條第一項本文規範，需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

犯逾三分之二之期間，有期徒刑之執行須滿六個月以上。 

具有悛悔實據 

指受刑人在刑期執行中已悛改悔悟前非，確有實據而言。而是否有悛悔實據，則須綜

合考量受刑人的主觀和客觀的實際狀況，以其執行期間的各項累進處遇成績作為基礎

加以審核 

假釋審核要件: 

依據監獄行刑法（下同本法）第 115 條,如具備上述要件後, 應提報其假釋審查會決議

後，報請法務部審查。而據本法第 116 條規範, 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在監行

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生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 

假釋審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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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同法第 119 條第一項，假釋審查由假釋審查會進行，假釋審查會委員七人至十一人，

除典獄長及其指派監獄代表二人為當然委員外，其他委員則由各監獄遴選具有心理、教

育、法律、犯罪、監獄學、觀護、社會工作或相關專門學識之人士，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後聘任之。 

假釋審核結果: 

依據本法 118 條明文,陳報假釋之決議，法務部應為許可假釋或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如

認原決議理由或資料未完備，得通知監獄再行補正，其不能補正者，得予退回。而經法

務部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案，除進級者外，監獄應超過四月始得再行陳報。但若該受刑

人嗣後獲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所列之獎勵者，得提前一個月再行陳報假釋

申請案。 

假釋審核救濟： 

如受刑人對於廢止假釋及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有不服，得於收受處分書之隔天起十日

內向法務部提起復審。出監之受刑人認為假釋之撤銷為不當者，亦同，本法第 121 條

第一項參照 

若對於復審結果不服時，受刑人應向監獄所在地或執行保護管束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提起撤銷訴訟;若處分因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訟。其認為處分無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訟，本法第 134條第一及第二項參照。 

議： 

悛悔實據要件之修正： 

引進美國採用之「假釋預測表」，針對容易導致再犯罪之因子設計出量表供受刑人施

測，測驗結果作為假釋審查之依據。 

強化假釋審查機制： 

除了在監獄當中初審的假釋審查委員會之外，法務部可倣效英國於中央層級設立假釋審

查委員會的機制審查各監獄陳報之假釋案件，在一定徒刑以上之受刑人的假釋始由部長

核准，以符合假釋審查公正、公平及公開原則。 

從嚴審查假釋之要件： 

我國走向緊縮刑事政策方向，未來假釋之審查應採取更加嚴謹的門檻，以美國和英國為

例，假釋率大多維持在百分之十以下，我國實有調降的必要。 

強化假釋期間中監處遇之功能： 

以日本為例，受刑人出獄之後就由保護觀察所接管受刑人假釋期間的行為監管、考核和

生活輔導，是獨立運作的機制，藉以預防其再犯。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司法特考） 

共 8頁 第 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三、有關矯正機關戒護安全之武器管理原則為何？試說明之。（20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不限定是申論或是選擇題：而武器管理原則，在實務上為非常重要的議題（重要性僅次於分

類管理及違禁品檢查），且武器管理原則的篇幅不多，因此考生反而要更熟悉內容。 

【擬答】 

戒護之意義在於以警戒方式保護矯正機關與受刑人之安全，藉此維持監內各項業務的推展，

亦有利於教化處遇之手段，達成犯罪矯正之目標。而戒護安全目的又可分為消極目的以及積

極目的，消極目的為藉由戒護技術之實施以保護受刑人安全、戒備監所整體安全以及避免戒

護事故發生，而積極目的為藉此督導受刑人生活、輔助教化工作推動、矯正受刑人不良習慣

以及協助監內業務推展。 

為達到前述目的，矯正實務因而有各項戒護安全技術以及原則，關於武器管理原則，本文分

述如下： 

 

工場，並派專人管理。 

保養武器設備不得令受刑人為之，並應派員加以戒護。 

定期或不定期的清點武器之數量。 

切忌持武器在受刑人面前誇示、使用或威嚇。 

執勤人員有攜帶武器時，應確實負起保管之責，勤務完畢後，應即交還械庫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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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犯罪矯正的目的與功能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矯正的目的涵蓋應報（Retribution）與監控（Surveillance） 

機構性犯罪矯治功能涵蓋：應報（Retribution）、嚇阻（Deterrence）、隔離（Incapacitation）與修復

（Restoration） 

非機構性犯罪矯治功能涵蓋改善（Reform）與嚇阻（Deterrence） 

隔離（Incapacitation）可分實質隔離（透過監禁隔離）與擬制隔離（透過科技隔離） 

  下列何者與監獄紀律之良窳無直接關聯？ 

防止受刑人違規、脫逃行為的發生 矯正計畫之順利進行 

促使受刑人自我控制、自律、自尊 法院裁判徒刑刑度之高低 

  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由於刑事司法思潮演進，促使監獄進行改革，有助於監獄學積極發展的原因，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獄政改革聲浪之鼓吹 刑事政策觀念之發生 

人權主義思想之發達 機械連帶及個人安全 

  下列何者是提出監獄教化矯治無效論（NothingWorks）的學者？ 

大衛華德（DavidWard, 1967）   

馬丁森（Robert Martinson, 1974） 

卡冷與堅德爾（Cullen & Gendreau, 1977）  

麥克納瑪拉（Donald MacNamara, 1976） 

  有關監獄假釋的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疏減監獄擁擠  可穩定囚情維持紀律 

補救短刑期的缺失 鼓勵長刑期受刑人改過自新 

  關於隨母入監（含在監分娩）子女之處遇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女子監獄備有育兒設施，開設親職及幼兒發展教育課程，並提供生活照顧、醫療照護等協助 

入監子女所需輔育費用均由監獄編列預算支應 

縣市社福主管機關辦理訪視評估及轉銜服務等，以促進兒福權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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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對於在監子女照顧安置事項，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關於酒癮受刑人入監後常見現象及處置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48 小時內出現戒斷症狀，第 3 天最為嚴重，且經常持續 5 至 7 天 

最初顯現症狀是異常興奮，情緒焦躁不安，甚至大吼大叫，類似毒癮發作 

如出現譫妄、意識錯亂等急性症候群，易引發衝動性自傷行為，應緊急通知家屬領回 

嗜酒成癮者多係個人獨處或隻身避居在外，家族支持性療法最具安撫與慰藉效用 

  有關我國矯正機構之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矯正機構之作業著重營利而非教化之目的，為勞動生產增加國庫之收入，看守所及監獄之收容人

一律命令參與作業 

我國受刑人作業每日不得逾 8 小時，但有特殊情形，得將作業時間延長之 

監獄應與受刑人晤談後，於個別處遇計畫中訂定適當作業項目 

參加作業者應給予勞作金 

  犯罪矯正輔導技術中，關於代幣法（Token Economies）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增強及削弱原則為基礎，強調以當事人所想要之東西為替代物 

以利用代幣為增強物，藉以發展適當行為 

藉著取消代幣來消除或減輕當事人不良行為 

由當事人與機構訂定契約，倘其有良好表現，即可接受優厚處遇 

  有關受刑人監禁權利與監獄管理動態平衡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刑人人權是衡量獄政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 

受刑人人權受「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及曼德拉規則等國際公約準則所宣示保障，故受刑

人社會復歸之個別化處遇不再受到重視 

持續透過對受刑人人權議題的關注與選擇，方足以在封閉保守的監獄環境中激起改革的動力 

國際公約準則、輿論團體的關切、受刑人的抗爭等均可能影響受刑人的人權 

  區域管理（Unit Management）由於兼顧管理與受刑人處遇之需求，而為近年矯正實務界所青睞，有關區

域管理特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刑人與職員有較佳的互動關係，較少摩擦 

同類受刑人之聚居，有利於教化工作之進行 

適合管理之需要，有助於掌握受刑人之動態 

各區域受刑人以不超過 30 名為原則 

  學者高夫曼（Goffman,1961）在總體機構的觀察中，認為受刑人具有以下類型之生活適應的呈現，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情境退化型：從現實環境中退縮，拒絕與外界溝通 

非妥協型：此乃受刑人退化至其他類型之先發徵兆 

轉化型：利用服刑的機會以尋求其自身心靈之淨化 

殖民型：將入監服刑視為一種旅行，甚至沉溺其中 

  有關監獄暴行的相關理論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刑人平衡理論主張，監獄暴行的發生，起因於公權力無法彰顯 

輸入模式理論認為監獄暴行的發生，係受刑人從本身的經驗及認知的影響，入獄前即有暴力傾向是暴

行的預測因子 

行政管理理論認為監獄暴行的發生，是監獄管理當局破壞了監獄內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所造成的結果 

剝奪模式理論主張監獄暴行的發生，是受刑人個人認知及動機上的延伸，為其入監前行為類型的反

應，並非完全對監禁的反應 

  關於戒護勤務崗位之值勤要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出入車輛之檢查，因設有「複檢站」複檢機制，所以主出入口「車檢站」值勤員只要負責登記放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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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必檢查，以節省時間 

戒護外醫勤務，出發前應通知受刑人家屬，以利家屬前往醫院門診協助掛號事宜 

舍房夜間勤務著重人數查察、受刑人打架違規行為之阻止，故巡房時遇受刑人身體反映病痛，只要記

錄供隔日衛生科處置即可，不必通報中央台（勤務中心） 

戒護人員值炊場勤務時，應注意主副食品應由收容人輪流推舉的代表（監廚）司秤，眼同下鍋

 

  學者赫佛蘭（Heffernan, 1972）在研究維吉尼亞州哥倫比亞女子監獄時，發現女性受刑人有三種適應角

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打混型（Doing Time）  老實型／保守型（The Square） 

習慣性犯罪者／固執型（The Life）  職業犯罪者／過客型（The Cool） 

  下列何者與監獄暴行最不具關聯性？ 

監獄擁擠 受刑人刑期 犯罪類型 入監前職業 

  有關矯正機關戒護事故之定義與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戒護」一詞，即警戒（Surveillance）、保護（Protection）之意思 

戒護事故僅指脫逃及暴行之行為 

「戒護事故」，係指監獄內發生異於常態、暫時性失去控制與掌握的突發事故 

戒護事故發生原因當然有共同的、個別的、預謀的及突發的 

  下列何者不是監獄發生暴動之主要原因？ 

對收容人違規行為之處置時機與方式不當或懲罰不公，造成收容人不服監獄管理 

行刑處遇及生活待遇不適當引起不滿與怨懟心理，壓抑持久 

收容人攜帶菸品及檳榔違禁品入監 

平時收容人申訴意見未能妥適處理或主動溝通，下情無法上達 

  有關我國監獄脫逃事故原因與相關防範對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特別注意高齡受刑人之生活情狀，以防範其脫逃 

尚有他案審理中，結果將對其不利，心生畏懼，是收容人脫逃原因之一 

脫逃之方式有利用出庭、借提、移監之機會脫逃等 

不使收容人脫離戒護視線，是防止脫逃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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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監獄受刑人間發生性侵害行為之原因與預防對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我控制力強之受刑人，會以正確的方式來轉移對性的需求，惟自我控制力弱，又再結合暴力、攻擊

行為之受刑人，則性侵害事件即有可能發生 

大部分監獄內性侵害行為的發生均為勸誘的影響，例如使用說服、賄賂、詐欺、情感或物質的引誘所

致 

監獄應落實調查分類，針對具性觀念與性行為偏差、具暴力、攻擊行為之受刑人、或有性侵害行為前

科者嚴加分類，以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 

管教人員應正視性侵害行為的發生，不可消極或視而不見，應正確教導灌輸受刑人正確性知識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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