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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犯罪學 

犯罪1 
犯罪之定義，因社會現象之變化而有所不同。因此，甚

難劃定一個在任何時、空、政治、社會結構與倫理道德

標準下，均能適合之定義。有學者主張：犯罪在本質上

就是一個具有複合性與相對性之概念，通常係由刑事

法、政治、社會及心理層面探討之。 

犯罪學2 
係以科際整合之觀點研究犯罪與犯罪人之經驗科學，亦

即研究犯罪現象、犯罪發生原因、犯罪學理論、犯罪預

防策略與犯罪人矯治處遇之科學，期望能將具體研究所

得提供與刑事立法、刑事司法、刑事執行與社會政策上

之參考。 

犯罪行為 
係指個體之行為違反當時當地居民所一致認同之公益

（公共秩序、共同利益、法律規範），而受到社會大眾

譴責之行為，而行為當時是否基於自由意志或生心理缺

陷而造成，均不影響其成立犯罪行為。 

偏差行為 
偏差行為係指某行為不符合社會共同的規範，且這些行

為具有潛伏的危險性存在，但並非全部都是犯罪行為，

例如考試作弊、酗酒、說謊、自殺、逃學、翹家、吸食

強力膠、遊蕩等違反社會規範的行為。 

                                                                               
1 林山田（2005），刑罰學，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4。 
2 蔡德輝、楊士隆（2017），犯罪學，五南出版社，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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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漏斗效應3 
犯罪發生後，經偵查、起訴、審判、執行等階段，這些

機構的功能如同過濾網一樣，釋放某一部分的人，但也

使下一個機構繼續處理另一部分的人（銜接性效應），

這種在每一過程中人數不斷縮減的現象，即是刑事司法

的漏斗效應。 

犯罪不滅定律 
犯罪具有普遍性原則，進而衍生出「犯罪不滅」定律，

犯罪是無可避免的，更不可能被消滅，有時某一程度的

犯罪對社會而言具有正面積極的功效。「犯罪不滅定律」

可從社會學觀點、刑事立法觀點、實際現況等三方面探

討。 

犯罪測量方法 
一般而言，犯罪測量區分為三種，分別是為官方統計法

（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自陳報告統計法（Self 

Reported Survey）、被害者調查統計法（Victimization 

Survey）。 

官方統計法（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4 
是指由政府機構（如刑事司法體系部門）所整理編輯

成冊的統計報表。 

此乃最常見的犯罪衡量方法，一般而言，官方犯罪統

計係指警察、法院及矯正機關等刑事司法機關所登錄

的有關犯罪行為或犯罪人的資料。如刑事警察局的

「中華民國刑案統計」與法務部的「犯罪狀況及其分

析」。 

                                                                               
3 蔡德輝、楊士隆（2017），犯罪學，五南出版社，頁 333～334。 
4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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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Self Reported Survey）5 
讓受調查者報告在過去特定時間內，違反法律或社會規

範的程度與類型，此乃因為官方統計對於較嚴重的理論

性問題（如人格、特徵）無法提供有益的資料而應運而

生的統計方法。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Victimization Survey）6 
被害調查並不依賴刑事司法機構為犯罪資料的來源，它

乃透過被害人的抽樣調查來衡量犯罪行為的本質及數

量，並藉以了解被害者的特性與導致被害的情境因素。 

犯罪黑數 
所謂「犯罪黑數（Dark Figure of Crime）」係指已經發

生的犯罪事件，由於種種因素，但未被發現、已發現但

未報案、已報案但未為官方登錄的犯罪案件數之謂。 

犯罪灰數 
已為官方登錄但尚未破案的犯罪案件數，稱為「犯罪灰

數」，如民國 85 年劉邦友血案、彭婉如命案、尹清楓

命案。 

犯罪（再犯）預測7 
係指由具備專門知識及經驗之專家，搜集犯罪者過去生

活經驗之詳細資料，然後從中選取使其陷於犯罪重要關

聯性之因子若干，再根據統計上各因子與犯罪關聯之程

度，予以點數化，製成以得點之多寡再犯可能大小之預

測表（experience table），作為犯罪預測之工具。 

犯罪觀點論 
一致觀： 

採法律觀點的犯罪定義，認為犯罪乃違反刑事法，且
                                                                               
5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90。 
6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97。 
7 張甘妹（1999），犯罪學原論，三民書局，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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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共同一致譴責的行為。刑事法事實上反映了社

會全體的價值觀、信仰與意見等。 

衝突觀： 

社會係由許多利益衝突的團體所組成的，法律是統治

階級的工具。犯罪是不同利益團體間互相衝突的結

果。 

互動觀： 

強調犯罪後社會的反應及刑事司法機構處理違法者

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對犯罪的定義傾向於衝突觀。 

犯罪時鐘8 
近 10 年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統計全般刑案平均每件發生

時間相隔。自 96 年 1 分 4 秒逐步擴大至 102 年 2 分 2

秒，103 年較 102 年縮減 4 秒，104 年起又逐步增加，

105 年增至 2 分 4 秒，犯罪的頻率逐漸趨緩，換句話說，

每年的犯罪發生件數逐步下降。 

犯罪率9 
犯罪率又稱刑案發生率，係以每 10 萬人口中計算受理

刑案發生的件數。 

其公式為： 

10
受理刑案發生數

萬
當年之年中人口數

 

犯罪人口率10 
係以每 10 萬人口中計算犯罪人數。 

其公式為： 

10
受理人犯數

萬
當年之年中人口數

 

                                                                               
8 法務部（2017），105 年度犯罪狀況及其分析，頁 5。 
9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87。 
10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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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犯罪11 
美國聯邦調查局指出下列 8 種犯罪係指標犯罪，分別為

暴力犯罪的故意殺人、強制性交、強盜、重傷害、侵入

竊盜、一般竊盜、機動車輛竊盜、縱火。 

古典犯罪學派（Classical School of Criminology）12 
該學派認為，人是有自由意志（Free-will）的，有理

性思考（Rationalistic Deliberation）的、追求快樂

（ Hedonism）趨樂避苦的以及自我利益（ Self- 

interested）導向的動物，因此人類行為的目標就是要

極大化個人快樂和極小化個人痛苦。 

該理論為了預防及減少犯罪，認為對犯罪的懲罰應該

嚴厲、迅速、確實，以抵銷任何可能因犯罪而得之利

益，同時也可透過增加守法的獎勵，來使犯罪的可能

性大幅降低。 

社會契約說 
人與生俱來自我利益導向，犯罪也就是相當自然的行

為，倘對於人類的行為不加約束，人類將處於「每個

人對抗每個人的戰爭」之中。 

一些有理性的人認為，為了整體安全，放棄一部分個

人的自由給「國家」，不做出某些傷害他人而使個人

有利的事情，且可免於他人傷害，但同時有要享有國

家所給予的安全保障。 

國家的功能就是使用最小的力量，以便確保人民遵守

社會契約的規定。 

嚇阻犯罪三要素13 
嚇阻理論認為為確保嚇阻效果，避免犯罪之發生，懲罰

                                                                               
11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88。 
12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190～192。 
13 蔡德輝、楊士隆（2017），犯罪學，五南出版社，頁 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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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備三要素，即刑罰之嚴厲性（Severity）、刑罰

之迅速性（Swiftness）、刑罰之確定性（Certainty）。 

道德微積分（Moral Calculus） 
道德微積分的計算標準為：快樂的密集性（intensity）、

持久性（ duration）、確定性（ certain）、近鄰性

（propinquity）、豐富性（fecundity）、純淨性（purity）

及影響性（extent）等七種標準。 

制裁體系（Sanction System）14 
物理制裁（physical sanctions），又稱為自然制裁

（natural sanctions）。 

道德制裁（moral sanctions），又稱為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s）。 

政治制裁（political sanctions），又稱為法律制裁（legal 

sanctions）。 

宗教的制裁（religion sanctions），又稱超自然制約。 

實證犯罪學派（Positive Criminology） 
該學派興起於 19 世紀，其興起原因係古典犯罪學派

不能有效抑止犯罪發生、科學方法為研究的主要工

具、社會結構轉變，人們開始關心社會問題等因素。 

該學派以科學方法研究犯罪問題，認為犯罪為係受個

體內在（生理、心理）及外在（環境）因素而影響，

反對古典學派自由意志說。 

生來性犯罪人15 
龍布羅梭將犯罪人區分為五類，生來性犯罪人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個分類，認為身體特徵是一種回復較原始之祖

型再現（Atavistic）的明證，並主張此類人具有前代祖

先的重現和較退化及低等的人類，這類人約占全部犯罪
                                                                               
14 許春金（2010），人本犯罪學，自印，頁 88～91。 
15 張平吾（2017），犯罪學導讀，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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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三分之一。 

犯罪人類學派 
係龍布羅梭所創，堅持使用人類學、社會學與統計方法

研究犯罪人，並建立犯罪人分類制度，以犯罪人的生理

特徵說明犯罪行為的傾向。 

犯罪飽和原則（The 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16 
所有社會在犯罪方面均會達到飽和點（Saturation 

Point），亦即任一社會具有一定人的因素（如性別、

年齡、職業、教育、社會階級、心理狀態）、一定的

自然因素（如民族、氣候、季節、溼度）、一定的社

會因素（如人口、移民、風俗習慣、社會秩序、經濟

狀況），則會產生一定量之犯罪。 

唯有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犯罪數量才會隨之變化。

因此犯罪乃受一定法則之支配與化學飽和原則一

樣，在一定之個人及物理條件之社會環境中，產生一

定數量之犯罪。 

犯罪學三聖17 
 19 世 紀 的 實 證 犯 罪 學 派 （ Positive School of 

Criminology），以龍布羅梭（Lombroso, Cesare,）、費

利（裴利）（Ferri, Enrico）及蓋洛法羅（Garofalo, 

Raffaele）為代表。 

他們三位開啟實證犯罪學派新紀元的創始者，又統稱

為「犯罪學三聖（The Holy Three of Criminology）」、

「義大利三聖」，另因將犯罪學從哲學領域帶入科學

領域，又稱為「義大利犯罪學派（Italian School of 

Criminology）」。 

                                                                               
16 蔡德輝、楊士隆（2017），犯罪學，五南出版社，頁 36。 
17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231。 



犯罪學、監獄學、監獄行刑法 三合一 10 

特徵理論 
描述犯罪及偏差行為之生物及心理特徵，統稱為特徵理

論。特徵理論有兩大支派，第一是強調生理結構的犯罪

生物學派、第二是強調心理功能的犯罪心理學。 

犯罪生物學派18 
不認為單一的生物或心理特性可以解釋所有的犯罪

行為，所以犯罪行為的解釋存在多因論，但都與個體

的生心理特徵有關聯。 

解釋犯罪的原因著重在與反社會行為有關的人類行

為和驅力，如攻擊、暴力、衝動性格等等。 

認為個人的犯罪特徵（如遺傳、基因及人格特質）是

一個潛伏因子，仍必需與環境因素（社會、情境、家

庭因素等）結合，兩者產生互動後才會導致個體從事

犯罪行為。 

基於「結構決定功能」之假設，犯罪人因具有異於常

人之生理結構，所以會有犯罪的傾向。 

犯罪心理學 
犯罪心理學乃是應用心理學之一部分，旨在運用心理

學及精神醫學的原理原則，探討犯罪者之心理相關因

素與其犯罪防治對策。 

研究範圍包含個人特質與情境互動對犯罪行為之影

響；犯罪行為性質及其心理歷程；人格、智能、心理

疾病與犯罪；動機、情緒、潛意識歷程與犯罪；各類

型犯罪者之心理特質；犯罪心理學理論；犯罪預測與

預防；犯罪者之處遇與感化、犯罪偵訊心理；審判心

理學；法庭心理與實證心理。 

心理分析理論 
心理分析學派（Psychoanalysis Branch）是精神病理

                                                                               
18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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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生活方面之補助，所給予的撫恤金。 

第 36 條 
Ｉ受刑人死亡時，其勞作金或慰問金應通知本人之最近

親屬具領。無法通知，應公告之。 

Ⅱ前項勞作金或慰問金，經受通知人拋棄或經通知後逾

六個月或公告逾一年無人具領者，歸入作業基金。 
 【98 四等、102 四等】 

拋棄 
係指權利人將應享受之權利棄權之意思，而使權利絕對

歸於消滅不得再申請回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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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化 

第 37 條 
Ｉ對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 

Ⅱ前項施教，應依據受刑人入監時所調查之性行、學

歷、經歷等狀況，分別予以集體、類別及個別之教誨，

與初級、高級補習之教育。 
 【93 原住民、95 三等、96 原住民、99 四等、102 四等】 

性行 
係指受刑人入監初期新收考核期間的性行、性格及行

狀。 

個別之教誨 
係指利用受刑人入監、在監、出監時，由教誨師運用個

別諮商、輔導技術，對受刑人實施個別談話。 

教化 
係指基於個別處遇原則、仁愛原則、社會參與原則，為

促使受刑人復歸社會，而予以受刑人適當的矯正與輔

導。 

集體教誨 
係於節日、例假日和適當日期，集合監內全體受刑人於

禮堂、教室或其他適當場所，由教誨師或其他適當之人

進行演講。 

類別教誨 
係於適當日期，集合監內同類別受刑人於禮堂、教室或

其他適當場所，由教誨師或其他適當之人進行演講。其

分類方法依監獄行刑法 51 條規定實施。 

初級教育 
其授以程度為國民中小學之教育，每月舉行各科測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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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若測驗成績在 60 分以上者，則可進入高級班。 

高級教育 
其授以相當於高中程度之課程。若受刑人已有國中畢業

但無高中畢業之學歷，則編入高級班。 

補習教育 
係指指定教化叢書或其他有意之圖書令其自修，或准許

選修大學課程，以便繼續學業。 

第 38 條 
受刑人得依其所屬之宗教舉行禮拜、祈禱，或其他適當

之儀式。但以不妨害紀律者為限。 【102 四等】 

第 39 條 
Ｉ教化應注重國民道德及社會生活必需之知識與技能。 

Ⅱ對於少年受刑人，應注重德育、陶冶品性，並施以社

會生活必需之科學教育，及技能訓練。 
 【80 丙特、86 四等、91 三等、91 四等、99 四等、101 三等】 

國民道德 
係指中國固有之四維（禮義廉恥）、八德（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三達德（智仁勇）。 

第 40 條 
監獄得聘請有學識、德望之人演溝，並得延聘當地學術

或教育專家，協同研究策進監獄教化事宜。 【99 四等】 

第 41 條 
Ｉ教育每日二小時。 

Ⅱ不滿二十五歲之受刑人，應施以國民基本教育。但有

國民學校畢業以上之學歷者，不在此限。 
 【86 四等、107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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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教育」 
包含初級、高級、補習之教育。 

第 42 條 
Ｉ監獄應備置有益圖書，並得發行出版物，選載時事及

其他有益之文字，使受刑人閱讀。 

Ⅱ閱讀自備之書籍，應經監獄長官之許可。 

第 43 條 
對於受刑人，得許其自備紙、墨、筆、硯。 

得許 
指採折衷制，經由監獄長官之裁量。其意義為在最少侵

害原則下，尊重受刑人表現意見之自由17。 

第 44 條 
監獄得用視聽器材為教化之輔助。 

所謂「視聽器材」 
係指錄音機、電視機、電影設備、幻燈器材、廣播設備

等。 

 

                                                                               
17

 黃徵男、王英郁，前揭書，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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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給養 

第 45 條 
Ｉ對於受刑人，應斟酌保健上之必要，給與飲食、物品，

並供用衣被及其他必需器具。 

Ⅱ受刑人為增進本身營養，得就其每日應得之勞作金項

下報准動用。 

Ⅲ前項動用勞作金之辦法，由典獄長依據實際情形擬

訂，呈經監督機關核定之。 
 【92 三等、96 三等、100 四等】 

給與 
指發給受刑人之飲食用度，不再收回。 

供用 
指所發給受刑人之物品，僅供受刑人使用，尚可收回。 

第 46 條 
攜帶子女之受刑人，其子女之食物、衣類及必需用品，

均應自備；不能自備者，給與或供用之。 
 【100 四等、102 原住民】 

第 47 條 
Ｉ受刑人禁用菸酒。但受刑人年滿十八歲，得許於指定

之時間、處所吸菸。 

Ⅱ監獄對於戒菸之受刑人應給予適當之獎勵。 

Ⅲ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84 委升、89Ⅱ三等、91 委升、92 薦升、96Ⅰ四等、96 原住民、

97 三等、101 三等、103 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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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衛生及醫治 

第 48 條 
監獄內應保持清潔，每半月舉行環境衛生檢查一次，並

隨時督令受刑人擔任灑掃、洗濯及整理衣被、器具等必

要事務。 

第 49 條 
受刑人應令其入浴及剃鬚髮，其次數斟酌時令定之。 

第 50 條 
受刑人除有不得已事由外，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

但因作業種類認為無運動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96Ⅱ四等】 

不得已之事由 
係指當停止運動，對受刑人身心健康，是「最後」且「唯

一」的方法，其事由分為氣候因素、生理因素、管理因

素18。 

作業種類認為無運動之必要者 
指所從事之作業屬重勞力的工作者，如合作社搬運、炊

場、農作工作等視同作業，則不需要另行指定時間運動。 

第 51 條 
Ｉ對於受刑人應定期及視實際需要施行健康檢查，並實

施預防接種等傳染病防治措施。 

Ⅱ監獄應聘請醫護人員協同改進監內醫療衛生事宜；衛

生主管機關並應定期督導。 【89 原住民、89Ⅱ四等】 

                                                                               
18 林茂榮、楊士隆、黃維賢，前揭書，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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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及應視實際需要 
即指定期（如每季）及不定期（如 SARS 及登革熱流行

時）實施檢查。 

衛生主管機關 
中央係指衛生福利部，地方係指縣市政府衛生局。 

第 52 條 
Ｉ監獄於急性傳染病流行時，應與地方衛生機關協商預

防，其來自傳染病流行地，或經過其地之受刑人，應

為一星期以上之隔離，其攜帶物品，應施行消毒。 

Ⅱ受刑人罹急性傳染病時，應即隔離，施行消毒，並報

告於監督機關。【89 原住民、89Ⅱ四等、97 三等、102 三等】 

急性傳染病 
其是否為急性傳染病之標準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

條之規定。 

第 53 條 
罹傳染病者，不得與健康者及其他疾病者接觸。但充看

護者，不在此限。【89 原住民、92 三等、97 三等、102 三等】 

看護 
係指照顧照料患病受刑人之視同作業之受刑人，即「服

務員」。 

第 54 條 
Ｉ罹急病者，應於附設之病監收容之。 

Ⅱ前項病監，應與其他房屋分界，並依疾病之種類，為

必要之隔離。 【97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分界 
係指病監須與其他場舍，在空間上作完全的區隔，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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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以免疾病病媒之傳播。 

第 55 條 
罹肺病者，應移送於特設之肺病監；無肺病監時，應於

病監內分界收容之。 
 【97 三等、100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分界收容 
係指收容於監內分界隔離之病監內。 

第 56 條 
受刑人心神喪失時，移送於精神病院，或其他監護處

所。 【97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心神喪失 
乃根據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規定，指精神發生

障礙，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理解及判斷作用，

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力。 

第 57 條 
罹疾病之受刑人請求自費延醫診治時，監獄長官應予許

可。 【97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自費延醫 
係指受刑人所罹患之疾病，監內醫師及藥品無法提供有

效之醫治時，而該名受刑人於入監前即有經常由某醫師

診治之病歷，且情況良好，監獄當局可准受刑人或其家

屬之申請或接受受刑人之申請出面延請該某醫師蒞監

為受刑人診治之醫療方式。 

第 58 條 
Ｉ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醫治者，得斟酌

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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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Ⅱ監獄長官認為有緊急情形時，得先為前項處分，再行

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Ⅲ保外醫治期間，不算入刑期之內。但移送病監或醫院

者，視為在監執行。 

Ⅳ保外醫治，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至第

四項之命提出保證書、指定保證金額、第一百十八條

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

之免除具保責任及第一百二十一條第四項之准其退

保之規定。 

Ｖ前項沒入保證金，由監獄函請指揮執行之檢察官以命

令行之。 

Ⅵ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保外醫治應遵守事項者，監督機

關得廢止保外醫治之許可。 

Ⅶ前項保外醫治受刑人應遵守事項、得廢止許可之要件

及程序，由監督機關另定之。 

Ⅷ衰老或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及懷胎五月以上或分

娩後未滿二月者，得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之規

定。 
【84 丙特、85 四等、87 三等、88 四等、89Ⅱ三等、91 四等、92

三等、95 原住民、97 三等、99 三等、100 四等、101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保外醫治 
受刑人現罹疾病，屬長期慢性病，且在監內不能為適當

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

而根據監獄行刑法第 58 條第 1 項，保外醫治期間，不

算入刑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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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醫院（戒護外醫） 
受刑人現罹之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

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

院。 

移送病監 
指若受刑人所罹患之疾病極易傳染（如肺病）或對其他

受刑人有危害之虞（如精神病），須將其送往病監或其

他監護處所。 

第 59 條 
拒絕飲食，經勸告仍不飲食而有生命之危險者，得由醫

師施以強制營養。 
 【84 丙特、85 三等、91 委升、92 原住民、97 原住民、98 四等】 

強制營養 
即施以注射維他命或葡萄糖藥劑，實務上則多以打點滴

或灌食方式實施。 

第 60 條 
監房工場及其他處所，應保持保健上必要之空氣、光線。 

第 61 條 
監房、工場於極寒冷時得設煖具，病房之煖具及使用時

間，由典獄長官定之。 

極寒冷 

一般而言，攝氏溫度低於五度以下，始可稱極寒冷19。 

典獄長官 
原條文為典獄長官，實務上並無此一用語，僅有典獄

長，故應指衛生科長，而非典獄長。 

                                                                               
19 王濟中，前揭書，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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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接見及通信 

第 62 條 
受刑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及家屬為限。但

有特別理由時，得許其與其他之人接見及發受書信。 
【91 原住民、91 四等、92 四等、92 三等、92 委升、96 三等、97

原住民、101 三等、102 三等、102 原住民】 

接見 
係指受刑人之最近親屬及家屬到監獄與受刑人面見、交

談的意思，又俗稱「面會」。 

最近親屬 
根據本法施行細則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包括配偶、直

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及二親等內之姻親。 

家屬 
根據本法施行細則第 80 條第 1 項，依民法第 1123 條規

定，家屬包括： 

家長外，同家之人。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 

家 
依民法第 1123 條規定，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

居之親屬團體。 

特別理由 
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8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以有接見及

通信必要而又無妨害監獄紀律者為限，其特別理由尚包

含本法施行細則第 79 條、行刑累進處遇條例第 59 條。 

得許 
指由監獄長官酌情允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