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年前擔任時任矯正司長黃徵男老師秘書，有幸協助彙整，

出版本書。時光荏苒，本書已上市五版，並獲得廣大讀者的青睞與

支持，出版社希望能夠更版，以饗讀者。去年初，黃老師電詢，邀

請我聯名出版本書第六版，並由我負責總修訂，我樂而應諾，接下此

一使命。稱使命，並不過份。作者雖然僅從事矯正工作短短十年，後

因負笈美國，攻讀碩博士學位六年，返臺後投入研究與教學工作四年，期間

對於臺灣矯正動態的關注程度，從未減少。過去四年，不僅利用做研究機會，

撰寫文章，投稿國際期刊，將臺灣矯正發展推向國際；因為教學緣故，整理

資料，除提供校內學生上課使用，也利用諮詢機會，不吝提供實務單位參考；

更利用國內立委、監委以及媒體約詢、訪問的機會，提供建言、導正視聽，

為默默耕耘、不計毀譽的矯正人員發聲，扭轉社會大眾對於矯正工作的刻板

印象與誤解。作者樂在其中，所堅持的理念就是「一日為矯正人、終身為矯

正人」，目的就是希望臺灣矯正工作能夠獲得更多社會大眾的掌聲與支持，

進而邁向更完善的處遇品質。撰寫此書，也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與熱忱，與

讀者分享所學所得，讓讀者能更加的瞭解臺灣矯正的現況、困境與未來發展

方向。

此次改版，修正篇幅廣大，此乃因為過去十年，不僅臺灣，國外矯正的

發展，也殊值關注。因此，除現有的統計數字盡量予以更新外，舉凡矯正思

潮的最新發展、矯正思潮對於臺灣監獄建築的影響、監獄調查分類、教化輔

導、作業技訓與醫療等實務運作的更新、監所人權與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的探

究、監所擁擠問題的分析、毒品犯罪與性侵犯罪政策的檢視、酒駕犯的處遇



對策、監所人員貪瀆行為成因與防範對策以及當前矯正工作的

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等，均予以大幅修正或增加，以因應國內矯

正局勢的發展與國際矯正潮流的變化。希望這些內容能夠讓對於矯

正工作持有熱情的讀者，一窺當前臺灣矯正工作之全貌，也能對於

國外矯正之發展，有一定程度之瞭解，此乃作者們撰寫本書的初衷。

過去十年，因為重刑化刑事政策的影響，臺灣矯正工作，面臨極大的挑

戰。雖然民國 100 年 1 月矯正署的成立，劃下臺灣矯正史上新的一頁，讓矯

正工作邁入新紀元，但矯正工作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似乎只有更加嚴峻。期

許我國矯正人員能夠同舟共濟、堅持理念、追求專業，共同打拼為致力於優

質的矯正目標大步邁進。本書改版期間，感謝矯正署同仁的協助、本校 80

期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同學的熱心校稿以及許多至親好友的鼓勵協助，特此

一併致謝。最後也感謝母校，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讓作者可以靜心從事研

究與教學工作。筆者們才疏學淺，加上本書匆促付梓，若有疏漏之處，仍祈

請先進賢達不吝賜教為荷。

黃徵男、賴擁連（主筆）序於誠園

2015 年 9 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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