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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學導論 

本章必需要學習的重點 

一、監獄（學）的意義及促進監獄學積極發達之原因。 

二、監獄學之研究範圍。 

三、監獄學與建築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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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監獄之意義與演進 

一、監獄之意義 

二、監獄之演進 

貳、監獄學之意義與研究範圍 

一、監獄學之起源 

二、監獄學之意義 

三、監獄學之研究範圍 

四、監獄學研究之目的 

參、監獄學之發展 

一、監獄學之萌芽時期 

二、監獄學之成熟時期 

三、監獄學之發達時期 

肆、監獄學與其他學科之關係 

一、監獄學與犯罪學之關係 

二、監獄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三、監獄學與心理學之關係 

四、監獄學與醫學之關係 

五、監獄學與建築學之關係 

六、監獄學與電子學之關係 

伍、各類矯正機關設置之目的 

一、監獄 

二、看守所 

三、技能訓練所 

四、少年矯正學校 

五、少年觀護所 

六、少年輔育院 

七、戒治所 



003 第一章 監獄學導論 

第一章 監獄學導論 

壹、監獄之意義與演進 

一、監獄之意義 

監獄（Prison∕Penitentiary）是執行自由刑，限制受刑人的自由，加以

輔導、教化矯治，促其能改過遷善，適於社會生活的場所。進一步闡

述： 

監獄是公營造物處所： 

具有一定的人和物。人的部分包含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即受刑人），

物係指設備或設施，一般而言係指公營造物，包含圍牆、崗哨、舍

房、工場及禮堂等。 

監獄是執行自由刑的場所： 

所謂自由刑，係指剝奪犯罪人身體行動自由的刑罰，包含徒刑、拘

役兩種。因此，監獄是執行自由刑的場所，原則上其他刑罰種類不

得在監獄執行。 

監獄是矯治受刑人的處所： 

以限制受刑人身體行動自由為手段，以便於教化與矯治，使受刑人

改過遷善、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的場所。 

二、監獄之演進 

 18 世紀中葉以前： 

當時所稱的監獄，實際上只是羈押候審被告的看守所，並非執行自

由刑的場所。因為，當時生命刑、身體刑及流放刑為各國主要的刑

罰措施，所謂的監獄僅是留置、羈押因案涉訟，待審判決的人犯，

以免脫逃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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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世紀中葉以後： 

自由刑發達以後，近代監獄始告誕生，原因有以下四點1： 

人權運動的發達：18 世紀是人權運動的世紀，在人權運動蓬勃發

展下，司法制度為之丕變，自由刑因而發達，監獄因而誕生。 

人道觀念的發達：人道觀念就是仁愛觀念，亦即不忍人之心的觀

念，認為犯罪人犯罪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應該捨棄身體刑、

死刑以及流放刑等殘忍刑罰，因此自由刑開始成為刑罰制度之主

流，遂導致監獄的誕生。 

刑事政策的發生：18 世紀是刑事政策初步發展的世紀，為達到懲

戒犯罪人、預防社會安全，無不思考何種刑罰措施最為妥適，由

於執行自由刑，亦可使犯罪人達到離群索居、與社會隔離、防衛

社會之功能，也導致監獄的產生。 

經濟思想的發達：從「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角度觀之，人力資源

應該充分利用，雖然犯罪人已經犯罪，應該受到國家刑罰制裁，

但利用其執行自由刑的時間，一方面既可收懲罰、威嚇之效，又

可利用人力從事作業，這種經濟思想的發達，亦促使自由刑發達，

導致監獄的誕生。 

 19 世紀以後： 

現代監獄的誕生與發達，其原因有以下兩點2： 

社會連帶思想的發達：社會連帶思想發達的結果，知道人與人之

間有禍福與共、休戚相關的關係，而犯罪人從事犯罪行為，有其

社會的原因，社會大眾不應該獨責，因此社會大眾應該發揮「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探求其犯罪的根本原因，進一步提

出解決對策，對症下藥，而監獄則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協助犯

罪人化除犯罪惡性，重建其社會性性格與行為，復歸社會後重新

為民，不再犯罪。 

                                                        
1 林紀東（1991），監獄學，三民書局，頁 5。 
2 林紀東（1991），前揭書，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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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的發達：19 世紀是刑事政策發達的世紀，對犯罪人的制

裁目的，從應報刑轉向至教育刑，依照教育刑原理，自由刑的執

行，是一種循序漸進的治療、教育手段，以使受刑人改過遷善，

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所以，監獄不再只是扮演消極監禁、隔離

的角色，更應該具有學校、醫院的功能，以達上述功能。因此促

使現代監獄的積極發達。 

貳、監獄學之意義與研究範圍 

一、監獄學之起源 

起源： 

「監獄學（Penology）」一詞，最早出現於英人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 1726～1790），於 1777 年所著《英格蘭與威爾斯之監獄情

況（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一書，該書為監獄學

之基本文獻。 

歷史： 

自此之後，監獄學伴隨著犯罪學演進，蓬勃發展，從最早貝加利亞

（C. Beccaria）提倡改善監獄的監禁環境及重視人犯權益之主張、邊

沁（J. Bentham）提出圓形監獄（Panopticon）用紀律管理取代虐待

管理人犯的主張，監獄學也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 

獄政改革上之貢獻3： 

書中對不良少年及貧民之勞動訓練，以及提倡教誨、作業與縮短

刑期以獎勵人犯之自新，均有詳盡之論述，實為監獄學之鼻祖。 

倡議獄政革新，1779 年通過之監獄法案，即依據霍華德之強調安

全、衛生、作業、僱用合格管理人員、禁止濫用刑罰原則、對人

犯進行調查分類而改革。 

                                                        
3 丁道源（1987），監獄學，自印，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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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建造專業的監獄建築型態，不得再沿用過去軍事碉堡或廢墟

城堡作為收容犯罪人之監獄型態。後來影響美國東方州立監獄全

放射狀之建築型態。 

二、監獄學之意義 

係指一門專門研究犯罪矯正機關之組織、原理、制度、管理、設施及

收容人感化、處遇的綜合科學。舉凡矯正機關設置之目的、建築型態、

感化教育、戒護管理、技能訓練、衛生醫療、給養保健、在監權益、

假釋審核、違規懲處，出獄更生保護銜接等，均為研究之範疇4。 

三、監獄學之研究範圍 

根據監獄學之定義，吾人在研習監獄學的內容與範圍，可以包含以下

各點： 

犯罪矯正（監獄學）理論的介紹： 

包含監獄學發展的諸階段（獄政史的演進）、監獄學與其他學科的關

係、監獄設置的目的、本質與犯罪矯正的模式等，都是犯罪矯正或

監獄學理論部分。 

刑事執行機構或犯罪矯正機構業務分析： 

包含監獄各項業務與制度的探討、優缺點分析以及改進對策，提供

矯正當局未來改進之參考。 

犯罪矯正實務的探討： 

包含監獄社會與次級文化之探索、受刑人在監角色扮演與適應情況

分析、監獄戒護事故發生的原因與對策，以及各類型特殊受刑人的

生活特性與處遇計畫及原則等。 

比較監獄學： 

介紹其他國家，如英美法系國家，犯罪矯正的現況與重要制度的發

展，如作業制度、社區處遇制度以及民營監獄等。 
                                                        
4 黃徵男、賴擁連（2015），監獄學，一品出版社，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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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未來犯罪矯正的發展方向： 

尤其是在「兩極化刑事政策」主導下，我國監獄或犯罪矯正未來發

展方向以及重要矯正對策之探索。因此，監獄學的內涵與研究範疇

從此而展開。 

四、監獄學研究之目的 

改善監獄管理制度： 

監獄學主要在探討監獄制度之演進與發展，進而探求其制度之優缺

點，提供我國改善現行獄政管理之缺失及受刑人之處遇計畫，讓獄

政制度更臻完備。 

提高矯正工作效率： 

透過監獄學之研究，改進現行矯正工作之缺失，使受刑人之矯正工

作具系統性，產生良好之矯正效果。 

解決社會安全問題： 

監獄是犯罪人執行自由刑之機構，具有矯正、教化犯罪人及減少犯

罪之功能，故研究監獄學最終之目的，即在解決社會安全問題。 

提供國家刑事對策： 

研究監獄學，除瞭解監獄管理制度、矯正工作流程以及解決社會問

題外，更可以進一步瞭解國家刑事對策之發展與演進，甚至提供特

殊犯罪人處遇對策，提供國家擬定相關處遇對策之參考。 

參、監獄學之發展 

一、監獄學之萌芽時期 

16 世紀以前，各國刑事司法制度尚未健全，刑事執行遭受忽略與漠視，

當時監獄極為黑暗，更遑論監獄學的發展。18 世紀，因有以下幾點原

因，促使監獄學開始萌芽： 

 18 世紀，歐洲大陸瀰漫著啟蒙思想（Enlightenment），盧梭（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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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等社會改革派學者認為統

治者不再有「君權神授」之觀念，君王不得假借神意，利用殘酷刑

罰，荼毒百姓，排除異己。 

義大利人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 1738～1794）與英人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受到這些改革者的影響，力主「刑

事司法改革」，主張「罪刑法定」與「罪刑均衡」等原則，提倡自由

刑取代殘酷身體刑，並提倡死刑與拷問制度之廢止，視為監獄學之

啟蒙。 

英國人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 1726～1790），是當時監獄改革的

急先鋒，歷訪歐陸監獄制度後，毅然以改革英國獄政為己任，除著

書描述英國當時監獄窘境外，並力主獨居制，促成日後美國賓州制

之實施。對於監獄學之影響，遠較貝加利亞與邊沁更為切實，後人

尊稱為「監獄學之父」。 

二、監獄學之成熟時期 

19 世紀，可以說是監獄學的成熟時期，義大利學派的三位學者，龍布

羅梭（Lombroso, 1835～1909）、費利（Ferri, 1856～1929）及蓋洛法羅

（Garofalo, 1852～1934）可以說是促成監獄學成熟時期的最大功臣，

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主張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並非是自由意志論的結果，而是決定論的

結果，亦即犯罪人的犯罪，是由內外在因素所導致其從事犯罪行為，

內在因素包含生物、心理等因素，外在因素包含文化、社會、環境

等。 

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被決定的，促使他們與一般正常的人不同，因

此應該將其視為社會弱者，視為「病犯」，監獄應該如同醫院一樣具

有醫療之功能，協助這些犯罪人化除惡性，去除其反社會行為。俟

其惡性化除後，回歸正常社會生活。 

由於犯罪人的惡性是可以被化除的、治癒的，許多學者主張對於犯

罪人應該施以「矯治」、「教化」、「技能訓練」，遂促成犯罪學一時之

間成為顯學，而連帶監禁犯罪人的監獄也受到犯罪學者的重視，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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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監獄學成熟時期的到來，各種理論與實務研究，紛紛熱烈進行

著。 

三、監獄學之發達時期 

由於 19 世紀犯罪學實證學派的主導，促使監獄學受到前所未有之重

視。然而監獄學從成熟時期進入到 20 世紀的積極發達時期，主要原因

分析如下： 

刑事政策之發揚光大： 

 19 世紀中葉後，德國刑法學家李士特（Liszt, 1851～1919）力主

「刑罰的真正作用並非消極來遏止犯罪，更應該積極的來預防犯

罪」，所以刑罰之目的不應只是消極的報應與贖罪，積極應有矯治

犯罪人、治療犯罪人，藉以防止犯罪、維持社會安全之功能。 

因此，刑罰制度應減少使用死刑、體罰或流放刑，因為自由刑亦

可達到此一目的。此種刑事政策觀念，亦促使監獄學發達。 

社會連帶責任及集體安全： 

曩昔君權思想，認為有人犯罪，罪無可赦，犯罪人應為其犯罪行

為付出代價，一般人無法協助與救濟，並惟恐禍及遭殃，紛紛躲

避，以求自保。 

「犯罪人犯罪有其內外在的原因」之觀念普及，人民也接受社會

連帶之思想，認為人與人之間有禍福與共、休戚相關之連帶關係，

而犯罪人淪為犯罪，有其原因，不應獨責，應該發揮「人飢己飢、

人溺己溺」的精神，合力扶持、幫助，以促其正常復歸社會，成

為有用分子，遂促成學者對監獄學處遇計畫之研究。 

國際監獄會議重視： 

國際監獄會議是一個研究如何防止犯罪，如何執行刑罰的團體會

議。 

早在 18 世紀末葉的美國，以及 19 世紀初期的歐陸，均有監獄協

會的組織，然而當時均是區域性質，並非真正國際性質之會議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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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由於 19 世紀以後，自由刑居於刑罰抗制犯罪之主要手段，各國亦

紛紛對於監獄制度與處遇計畫，進行研究，再加上交通便利，遂

促成歐洲與美國的區域性監獄會議合併，於 1872 年假英國倫敦舉

行第一次國際會議。並於 1928 年改稱為「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 

與會人士均為犯罪學家、刑法學者以及監獄實務工作者，會議之

結論是國際性的、也是權威的，所以歷屆之議題、決議，深深影

響各國的刑事政策、獄政改革與矯正政策之依據與參考。因此，

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促使監獄學的積極發達，功不可沒。 

肆、監獄學與其他學科之關係5 

一、監獄學與犯罪學之關係 

所謂犯罪學（Criminology），是以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犯罪現象和社

會對其反應措施的一門學科，美國著名的犯罪學家蘇哲蘭（E. 

Shtherland）與克雷西（D. Cressey）認為「犯罪學是以犯罪為社會

現象的一集體知識。在其範圍內包括了立法與違法的過程，以及對

違法的反應措施。犯罪學的目的是要發展一套廣泛且經過驗證的原

理原則，以及有關法律程序、犯罪與矯正（corrections）等有關的知

識6。」 

監獄的存在，提供刑事司法部門（criminal justice system）對違法者

的一種反應措施。透過監獄的監禁，學者可以對於犯罪人的犯罪原

因進行瞭解，進一步提出犯罪防治對策，而犯罪防治對策包含社會

的預防與機構的矯治，而此一部分即為監獄學研究的範圍之一。 

因此，美國犯罪學家許佛（Schafer, 1976）則認為，監獄學可以說是

犯罪學研究領域的另一個中心部分7。 

                                                        
5 黃徵男、賴擁連（2015），前揭書，頁 6～12。 
6 許春金（2013），犯罪學，自印，頁 13～14。 
7 許春金（1991），中央警官學校印行，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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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獄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社會學（Sociology）係指運用相關方法對於人類社會的一般秩序作

系統性、科學性的研究，並研究社會變遷與進展的社會法則以及自

然環境及文化對人類社會的關係等之科學。因此，對於犯罪問題之

研究，可以說也是社會學領域之一部分。 

所謂的犯罪行為，從社會學的角度觀之，係指違反社會大眾之一致

性的公意且不為社會大眾所認同的行為，而犯罪行為自古以來即存

在於人類的社會之中，當然是社會學家所關心、探討之話題。 

然而，對於違反社會公意的犯罪人，社會大眾所抱持的態度即是「眼

不見為淨」的觀念，遂造成監獄的誕生與監獄學的發展，進而帶動

社會學家與犯罪學家對於監獄矯治功能之重視。 

因此，兩者在對於探討犯罪原因、抗制犯罪的對策上有相輔相成之

關係，所以關係密切。 

三、監獄學與心理學之關係 

心理學（Psychology）是研究人類的行為與經驗之科學，透過描述與

測量人類行為與經驗之各種變項，分析此等變項的條件後，以其研

究所得之規則性預測人類行為的科學。因此，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與

犯罪心理歷程，當然亦是心理學探討範疇之一部分。 

由於監獄機構特性使然，近年來，監獄學家亦紛紛對於受刑人的犯

罪心理加以研究，除各類型受刑人的犯罪原因外，其他如受刑人拘

禁心理的變化與監獄生活適應之影響、監獄化的特徵以及監獄服刑

期間的心理調適等，均是監獄學家運用心理學的原理原則所研究的

課題。 

因此，心理學在監獄學發展歷程中，扮演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四、監獄學與醫學之關係 

醫學（Medicine）在研究犯罪人的運用上，不外乎在於犯罪人的生

理狀態、體型、遺傳或精神狀態等方面的研究，根據學者的說法，

認為與犯罪學最有關係的是法醫學與精神醫學。然而，醫學與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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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關係最為密切是指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的運用。 

由於刑事政策思潮之演進，再加上犯罪學實證學派之興起，認為犯

罪人的犯罪原因是受到內外在、生心理、社會環境因素所導致而成

的，尤其是生理狀態是一種病態。因此，應該把犯罪人視為病人

（Patient），監獄為矯治、治療犯罪人之場所，監獄的目的，消極的

監禁犯罪人外，積極的要透過教化矯治計畫，促使犯罪人化除惡性，

改過向上，順利復歸社會。 

所以，監獄應納入各種專業人員，如心理學家、精神醫師對受刑人

進行治療，並要求受刑人參與各種心理治療計畫，視病情的痊癒程

度，作為提早出獄之基礎。因此，醫療模式影響監獄矯治甚深，醫

學連帶引起監獄學家對犯罪人矯治與處遇計畫重視與研究，兩者關

係密切。 

五、監獄學與建築學之關係 

監獄為執行自由刑之場所，監獄建築之良窳，攸關矯正工作之成敗。

因此，建築學（Architecture）為研究監獄學中重要之課題之一。 

監獄建築深受監獄行刑理念之影響。過去應報主義時代，監獄以監

禁犯罪人，勿使其脫逃為已足，因此，舉凡寺院、城堡、地窖等均

可充作監獄，即便新建之監獄，亦給人有陰森恐怖、固若金湯，無

法接近之感。 

隨著教育刑理念的引領下，監獄的功能不再僅僅消極監禁，防範人

犯脫逃、破壞而已，監獄環境包含有教化、矯治及技能訓練的積極

功能，因此，在建築設計上須兼顧教室、教誨堂、心理測驗室、醫

護中心、工場、技訓大樓及戒護管理、動線、採光、通風等之配置

與設計，才能達到促使受刑人化除惡性，充實技藝，重新復歸社會

之目的。 

六、監獄學與電子學之關係 

將電子學（Electronics）運用於監獄學領域，目的不外是透過現代科

技下的電子產品來協助監獄當局管理、控制受刑人，以彌補矯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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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人力不足之窘境。運用電子科技協助監獄戒護、管理的國家，莫

過於美國。 

美國矯正機關，大量運用電子儀器協助監獄當局，如受刑人舍房門

採用中央控制方式開關、進出戒護區均需讀卡或是刷卡以辨明身

分、採用金屬探測器或比重探測器檢查物品的送入、大規模採用監

視系統以彌補戒護人力之不足，嚴防戒護死角，甚至近年來社區處

遇中的自宅監禁（Home Confinement）配合電子監控（Electronic 

Monitor System）儀器，透過犯罪人身上之電子發波訊號，以掌握其

行蹤。 

因此，進入 E 世紀之際，矯正機關運用電子儀器以協助戒護管理、

業務之推展，是件刻不容緩之事。近年來法務部已著手：更新獄

政資訊系統、加裝監視器材輔助戒護人力不足、建置受刑人數

位化照片檔以及同步傳輸傳真系統、受刑人家屬可鄰近監所辦理

遠距接見、舍房內裝置液晶電視以及裝置科技（電子）監控於

性侵害人身上等，在在顯示矯正工作的全面電子化。因此，吾人在

研讀監獄學之際，電子學亦是不可忽略的部分。 

伍、各類矯正機關設置之目的8【89Ⅱ監所員、

93 原住民】 

一、監獄 

意義：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1 條之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

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因此，監獄監禁受刑人之目的在

於： 

促其化除惡性、改邪歸正，無再犯之虞、無社會之反感。 

另使其具有謀生技能，有固定住居所，無不良社會觀感，促其在

自由社會中和諧適應現實生活。 

                                                        
8 林茂榮、楊士隆（2016），監獄學，五南出版社，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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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目前計有臺北、桃園、桃園女子、新竹、臺中、臺中女子、彰化、

雲林、雲林第二、嘉義、臺南、臺南第二、高雄、高雄第二、高雄

女子、屏東、臺東、花蓮、宜蘭、基隆、澎湖、綠島、金門、明德

外役、自強外役、八德外役等 26 所監獄。 

二、看守所 

意義： 

看守所為羈押刑事被告之處所，刑事被告於訊問後，檢察官認為有

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經聲請法官裁定後，

予以羈押之。故看守所係為了保全證據發現事實，便利偵查或審判

中司法工作之進行，以杜絕逃亡、避免串供滅證，防患未然，確保

犯罪人於法官判決有罪後國家擁有刑罰權之執行。 

現況： 

目前計有基隆、臺北、臺北女子（原士林）、新竹、苗栗、臺中、南

投、彰化、嘉義、臺南、屏東、花蓮等十 2 所獨立看守所，其中臺

北、臺中、臺南看守所為二審看守所；另有桃園、雲林第二、高雄

第二、宜蘭、澎湖及臺東、金門看守所與監獄合署辦公。共計 19 所。 

監獄及看守所之差異比較：【93 原住民】 

設置目的不同： 

監獄之目的在於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重新適於社會生活為目

的。 

看守所之目的在於羈押刑事被告，以保全證據，便利訴訟程序

之進行，無涉教化矯治之工作。 

組織架構不同： 

依監獄組織通則規定，監獄設有典獄長、副典獄長（簡任監獄

設置）、秘書，又分調查分類、戒護、教化、作業、衛生及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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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辦事。 

看守所設有所長、副所長（二審所設置）、秘書，又分戒護、總

務、輔導、作業及衛生等科辦事。 

作業型態不同： 

監獄受刑人是強制作業型態。 

看守所收容被告是志願作業型態。 

管理重點不同： 

監獄管理，除著重戒護工作與秩序維持外，更強調受刑人教化

活動與技能訓練，以達化除惡性、重新為民、不再犯罪之目的。 

看守所管理，著重於戒護工作與秩序之維持，俾使每一位收容

被告之訴訟案件能順利進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執行。 

三、技能訓練所 

意義： 

係執行強制工作及感訓處分之處所，其目的在於訓練受處分人謀生

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其具有就業能力。 

現況： 

目前計有東成、岩灣及泰源三個技訓所。其中： 

泰源技能訓練所收容強制工作受處分人。 

東成及岩灣技能訓練所原規劃收容地方法院治安法庭裁定為流氓

而須接受感訓處分之受處分人，但因 2009 年已廢止檢肅流氓條

例，故目前並無收容是類收容人，而以收容一般受刑人為主。 

四、少年矯正學校 

意義： 

為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其不良習

性，促其改悔自新，適應社會生活，亦即對於觸法或虞犯的少年收

容人，透過學校教育與行刑矯治之方式，完成國民教育，矯正不良

習性，具有技藝之長，重新適應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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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目前有誠正（收容感化教育少年）、明陽（收容少年受刑人）2 所少

年矯正學校。 

五、少年觀護所 

意義： 

以協助調查依法收容少年之品性、經歷、身心狀況、教育程度、家

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事項，供處理時參考，並矯治被收容

少年之身心，使其適於社會正常生活為依歸。 

現況： 

目前計有臺北及臺南 2 所少年觀護所。 

六、少年輔育院 

意義： 

係依法執行感化教育處分之處所，其目的在矯正少年不良習性，使

其悔過自新；授予生活智能，俾能自謀生計；並按其實際需要，實

施補習教育，得有繼續求學機會。 

現況： 

目前計有桃園及彰化 2 所少年輔院。 

七、戒治所 

意義： 

對於施用毒品之人，經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或 5 年

內再犯者，經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或少年法院（庭）裁定令入戒治所

施以強制戒治。戒治所是專門負責吸毒犯心理戒治的場所，在獨立

的戒治環境下，對毒品犯進行心理、宗教、勞動、運動等多元化治

療、復健，才能達成心理戒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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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目前法務部規劃 2 所戒治所與監所合署辦公（尚未獨立）：桃園女

子監獄、高雄女子監獄等單位。 

獨立戒治所：新店（原新店軍監）、臺中（原臺中少觀所）、高雄

（原高雄少觀所）及臺東（原武陵監獄）四所獨立戒治所，以專

責化毒品戒治業務，提高戒毒成效。 

 

犯罪矯正機構中，監獄、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設置目的為何？試

分別說明之。 【89Ⅱ監所員】 

監獄與看守所，雖然均為收容犯罪嫌疑人或受刑人之場所，但其性

質卻相差甚大，請比較兩者之差異與其在管理上之不同。 

 【93 原住民】 

 

許春金（1991），犯罪學，中央警官學校。 

丁道源（1971），監獄學，中國文化學院法律學系。 

林紀東（1991），監獄學，三民書局。 

林紀東（2000），刑事政策學，正中書局。 

林茂榮、楊士隆（2016），監獄學，五南出版社。 

黃徵男、賴擁連（2015），監獄學，一品出版社。 

 

任何在矯正機關發生的事件，並不會一直停留在監獄中，它會隨著

人犯的出獄帶回家以及隨著我們的矯正人員每天的勤務直到卸下為止。

我們必須要創造安全以及具成效的監禁環境，這不僅是因為這是一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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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事，更重要的是，它會影響到每一位國民的安全、健康以及社會繁

榮。 

What happens inside jails and prisons does not stay inside jails and 

prisons. It comes home with prisoners after they are released and with 

corrections officers at the end of each day’s shift. We must create safe and 

productive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not only 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because it influences the safety,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us all. 

～美國監獄安全與濫權委員會 2006 年度執行報告（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afety and Abuse in America’s P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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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矯正與 
刑事司法體系 

本章必需要學習的重點 

一、刑事司法體系之定義、目標。 

二、刑事司法體系四大特徵及漏斗效應。 

三、犯罪矯正意義、功能（機構性 VS.非機構性）。 

四、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地位、角色、對當前   

  社會治安之影響、現存之問題與未來發展趨勢。 

五、犯罪矯正與刑事司法體系之關係（警察、檢察、 

  法院）為何？ 

六、犯罪矯正與各類壓力團體之關係（政治力、行政   

  部門、立法部門、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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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刑事司法體系概說 

一、刑事司法之定義 

二、刑事司法之起源 

三、刑事司法體系工作職掌 

四、刑事司法體系的功能 

五、刑事司法體系的目標 

六、刑事司法體系的特徵與漏斗效應 

七、刑事司法體系內部獨特性 

八、刑事司法體系現存之問題 

貳、犯罪矯正的概念 

一、犯罪矯正的意義 

二、犯罪矯正的目的 

三、犯罪矯正的功能 

四、犯罪矯正的基本觀念 

參、犯罪矯正與刑事司法體系 

一、犯罪矯正與刑事司法體系之關係 

二、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地位 

三、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之角色 

四、犯罪矯正對當前社會整體治安維護之影響 

五、犯罪矯正機構在刑事司法體系未來發展趨勢 

肆、犯罪矯正與其他部門之關係 

一、與其他各類壓力團體之關係 

二、監獄的公共關係 

三、監獄行刑社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