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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犯罪矯正六大本質之發展

應報

（Retribution）

嚇阻

（Deterrence）

隔離

（Incapacitation）

矯治

（Rehabilitation）

復歸

（Reintegration）

修復

（Restoration）

1800

以前
√ √

1800



1860
√ √

1860



1900
√ √

1900



1930

√ √ 

1930



1970

√ √

1970



2000

√ √ √ √

2000



2010

√ √ √ 

資源來源：修正自Reichel, P. L.（1997）,Correctio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North Colorado, p58.

第三節 犯罪矯 正模式

如前所述，犯罪矯正政策經常隨著刑罰本質而更迭、變換。亦即

刑罰本質之演進已成為矯正政策的理論基礎。雖然犯罪問題隨著社會

變遷而日趨嚴重，但受到行為科學與醫藥科學進步之影響，犯罪學家

與矯正學者對於犯罪原因的看法不同，對於刑罰應賦予之功能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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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也產生不同時期不同功能的犯罪矯正模式。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奧雷利（O’Leary, Vincent）

與院長杜費（Duffee, David）於 1971 年提出犯罪矯正政策模式

（Models of Correctional Policies），他們根據對犯罪人與社區重視程度

之不同，將犯罪矯正政策區分為抑制模式（Restraint Model）、改善模

式（Reform Model）、矯治模式（Rehabilitation Model）以及復歸模式

（ Reintegration Model ） 等 四 種 。 另 外 ， 學 者 巴 特 拉

（Bartollas,Clemens）於 1985 年提出犯罪處遇三大模式，即應報懲罰模

式（Punishment Model）、矯治模式（Rehabilitation Model）與正義模

式（Justice Model），並宣稱此三種模式恰似搖擺的鐘錘（The Swing

of Pendulum），隨著刑事政策之思潮與時代之需求，而互相更迭交

替。例如：犯罪思潮左偏，意味著矯治處遇模式之來臨，犯罪思潮右

偏，則表示應報懲罰模式的來臨，而犯罪思潮居中，則強調公平正義

模式（林茂榮、楊士隆，2002；林健陽，1999）。

學者強皮恩（Champion，2001）則觀察犯罪學發展的 2 百年間，

提出以下五種犯罪矯正模式：懲罰模式／應報模式（Just Deserts／

Retribution Model）；矯治／感化模式（Rehabilitation／Reform

Model）；醫療／治療模式（Medical／Treatment Model）；社區／

復歸模式（Community／Reintegration Model）；正義模式（Justice

Model），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目 懲罰模式／應報模式

（Just Deserts／Retribution Model， 十八世紀）

此模式強調罪與罰相當，是義大利刑罰古典學派宗師貝加利亞主

張以懲罰之應報觀念發展出來，因此，應報是非常重要部分，懲罰模

式揚棄感化是一個矯治重要目標，人犯應該受到與犯罪嚴重性相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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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在懲罰過程中，如有矯治效果亦可。運用懲罰理念，人犯被判

刑入監，戒護管理應適合其犯罪嚴重性，犯竊盜或夜間竊盜罪之輕微

罪犯，判刑後應送入低度安全管理監獄或警力較少或無圍牆外役監，

而犯強盜、強姦及殺人等重罪者應監禁於高度安全管理監獄，並予以

嚴格管理，倘人犯被判交付觀護處分，輔導監督程度則依其犯罪嚴重

性而定，罪刑愈重則監督愈密集。

美國自 1970 年末期，懲罰模式已替代實施幾十年矯治計畫之感化

模式，目前法院之判決及刑罰，均符合懲罰模式，社會大眾也給司法

審判運用懲罰模式科以重罰之壓力與建議。

第二目 矯治／感化模式

（Rehabilitation／Reform Model，1870～1960）

此模式強調矯治與感化，其可以回溯威廉‧潘氏（William Penn）

在感化工作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來自 1876 年紐約州愛米拉感化院院長布

羅克維（Brockway）對於矯治重大支持。1930 年聯邦監獄局成立承認

矯治感化是一個重要矯治目標。雖然，1895 年美國第一所聯邦監獄於

坎薩斯州的里文奧斯（Leavenworth， Kansas）建造完成，但遲至 1930

年代才正式成為聯邦政策，而聯邦監獄局首次命令透過教育與職業訓

練以及傳統個別化心理諮商來矯治人犯。近年來聯邦監獄結合成長

（會心）團體治療法、集體心理治療法與其他策略，來作為替代性矯

治方法。

然而此種矯治感化模式，仍存在若干缺點，它強調個別處遇與感

化的結果、人犯之處理一直是個別化，此乃意指犯同樣的罪，被判相

同刑罰，卻要接受絕對不同形式矯治與懲罰，很明顯地，個別化制度

是不公平的，許多法院不公平裁判經常與種族、少數民族、性別或社

會經濟地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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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醫療／治療模式

（Medical／Treatment Model，1870～1950）

此模式係假設犯罪行為是個人特殊生理或心理的各種因素或問題

所引起，抑且可以加以治療，如果我們接受這種人犯就是人犯犯罪行

為必須加以補救之前提，認同治療殊屬必要。

醫療模式源於 1870 年，透過美國監獄協會之原則宣言加以正式承

認，並藉著適當的管理治療來強調重建人犯道德良心，因此，研究學

者尋求精神醫學及生物學的各種解決方法，如從控制人犯飲食來加以

試驗，因為他們相信改善人犯身體健康是人犯感化悔改的基礎。精神

病醫師檢查成千上萬人犯試圖發現重要心理線索，來作為解釋犯罪行

為的各種條件。

醫療模式運用上最明顯例子是毒品犯，在許多毒品犯罪案例中，

是毒品以及購買毒品所需之金錢所引起的，倘運用醫療方式從化學

的，或戒斷症狀方面來改變人犯對毒品需求，則引誘其吸毒犯罪行為

之各種條件即不復存在，很不幸地，許多毒品犯雖經過藥物處遇計畫

與治療，卻帶來高度再犯率。此處遇計畫包括集體心理治療、行為療

法與諮商輔導等，一直很盛行，直到 1950 年代才被其他更普遍流行替

代模式所取代。

第四目 社區／復歸模式

（Community／Reintegration Model， 1960～迄今）

社區模式是一個相當新的觀念，植基於人犯復歸復歸社會的矯治

目標，有時稱為復歸模式（Reintegration Model），它所強調是人犯適

應社會生活，其主要優點在於人犯能夠重新建立他們家庭關係，以及

有工作機會，且能從賺取工資中利用部分作為被害人補償金，支付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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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所謂的間接調查。由於透過受刑人新收時之直接調

查，對於其教育程度、職業技能、犯罪經過、健康狀況等背景資料，

可以馬上取得，惟部分資料，如受刑人之家庭狀況、社會背景、娛

樂、志趣、宗教信仰及犯罪紀錄等，恐有疏漏，可透過函詢之方式請

其家人、住居所在地治安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以利獄

方對其背景有更進一步之瞭解與掌握。

至於受刑人之個性、能力及身心狀況，調查分類科之調查員，會

利用受刑人新入監的初期對其進行智力、性向、興趣、人格等文字或

非文字之心理測驗，以獲得受刑人內在因素之資料，俾能安排更妥適

之處遇計畫。

調查分類科將上述直接調查、間接調查以及心理測驗所獲致之資

料，擬妥適當之個別處遇計畫，提調查分類委員會通過後，依據綜合

研判表所擬之處遇計畫分配舍房、工場，並施以相當之戒護管理。此

時，調查分類工作大致完成。

第二目 我國調查分類缺失

綜上所述，我國調查分類制度在法令層面與制度層面上，堪稱完

善，其運用科學化技術分類與個別化之處遇原則，更可謂先進之矯治觀

念。惟事實上，目前我國調查分類工作尚存在若干缺失，列述如下：

一、直接調查方面

負責調查分類工作之調查員，專業能力不足，使直接調查工作流

於形式，甚至部分監獄由雜役負責此項業務，無法發揮其功效。而其

他各科成員均視此一調查工作為苦差事，增加業務量，因此，視為

「出公差」之心理參與接收小組之運作，所填調查表格內容，敷衍塞

責，使直接調查之功能無法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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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間接調查部分

由監獄以信函方式詢問受刑人家屬、居住所在地所轄派出所、分

局為主。而受刑人家屬經常以為所填載之內容恐對人犯在監生活不

利，拒絕回函或隨便勾填回復，無實質效益；另派出所警員則以業務

繁忙為由（反正不是上級硬性規定之業務），均未復函，如此怎能對

受刑人之家庭背景、交往情形以及犯罪紀錄作進一步之掌握與瞭解。

三、心理測驗部分

對受刑人施作心理測驗之主要目的，係能對其性向、智能與興趣

多所瞭解，俾便於分類適合其性向或興趣之作業以及技能訓練職類。

心理測驗的施測，首重測驗內容的可接受性、施測情境以及測驗結果

之分析。在測驗卷方面，並無針對本國國情之受刑人心理測驗卷，大

都均是引用教育、職業等領域之問卷居多，顯然無法發揮功能；另

外，負責施測工作之調查員，大部分均是非心理學系背景出身者，也

沒有心理測驗資料之證照。對於問卷施測之環境無法要求（由於硬體

設備不足，戒護人力不夠），問卷施測後之結果無法分析，再加上受

刑人中許多不是年紀太大，就是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是身體缺陷，致

使心理測驗流於形式。

四、就整體監獄業務而言

調查分類指導委員功能不彰，甚至有些監獄無法遴選相關專業背

景之人士蒞監擔任委員，導致調查分類工作封閉、保守、無法完善；

而調查分類會議之召開，許多受刑人調查之資料經常也無法提供，如

間接調查未函覆、心理測驗未做等，致使調委會工作流於形式；另

外，調查分類科長在實務工作上被戲謔為「翹腳科長」（臺語），此

乃意指擔任輕鬆、休閒之職務。由於長期以來，我國調查分類業務不

受重視，調查工作不夠落實，成效不彰所致，如此惡性循環之下，不

啻給予調查分類工作重大打擊以及負面標籤與否定。殊不知，監獄設

置六科，其業務均有其重要性與專業性，尤其調查分類科列為各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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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首，其工作之落實與否，攸關其他各科業務之成敗，所以，如何

喚回調查分類工作之專業性與重要性，實為當前矯正工作之重要課

題。

第四節 接收調查監獄之成立

第一目 接收調查監獄之成立與運作

為貫徹行刑個別化、落實收容人分監管理專業化，非有健全調查

分類工作無以為功。法務部鑒於各監獄調查分類工作存在上述的許多

缺失，致使行刑矯正效果面臨瓶頸，遂仿效美、日先進國家之獄政體

系，倡議籌設接收調查監獄，藉由成立專業調查機構負責辦理，來強

化受刑人調查分類功能，俾進一步提昇矯正處遇品質。

「接收調查監獄」，顧名思義，就是專門負責所有受刑人新收、

調查、分類等一連串業務之監獄。其變革在於將傳統監獄必須進行的

上述工作集中於此一專責監獄進行，透過學者協助與專業人員之運

作，發揮調查分類工作之功效，而傳統監獄將規劃為各類型專業監

獄，如煙毒監、青年監、高度管理監、中度管理監、低度管理監等，

而各監內之調查分類業務則限縮為發現受刑人不符合專業監獄收容功

能者，將資料送交接收調查監獄重新分類。

法務部曾於 90 年 11 月 1 日由臺灣雲林第二監獄率先辦理中區受

刑人接收調查工作，並於 92 年 10 月指定臺灣高雄第二監獄開辦南區

受刑人接收調查業務。根據規劃，各地檢署檢察官對於已判決確定需

發監執行之受刑人，指揮執行於接收調查監獄，進行為期三階段計 3

個月之調查（詳表 5－4－1）。

一、第一階段（期程約 30 日）

以受刑人個別行為觀察為主，以獨居或小雜居（2 至 3 人）方式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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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工作項目包含受刑人基本資料蒐集、各種心理測驗之施測、生理

健康檢查、性行考核及適應能力之觀察以及每週召開接收小組會議。

其特色在於由法務部遴聘權威學者根據監獄之需求編訂各種心理測驗

問卷，如陳氏非語文能力測驗、魏氏成人智力測驗、基本人格量表、

曾氏心理健康量表及生涯興趣量表等，由臨床心理師與社工員對受刑

人進行施測、分析，另由專業精神科醫師與檢驗員對於受刑人進行生

理健康檢查。此外，將上述人員納入每週召開之接收小組會議，依調

查分析之資料分配受刑人至實驗工場，一改以往流於形式、出公差之

調查分類委員會。

此外，此一階段針對受刑人之適應與需求不同，參考每位受刑人

之職業性向測驗，規劃有實驗作業（如焊工、烘焙、車床及板金）、

實驗技訓以及學識教育等工場、班級，作為配業單位。該階段之目標

在於初步衡鑑受刑人之身心狀況，並透過背景資料蒐集、心理測驗結

果之研判及入監後情緒反應、適應情形之觀察，完成配業之準備，以

接續第二階段之調查。

二、第二階段（期程約 45 日）

以受刑人之團體活動觀察為主，採取雜居監禁（約 4 人以上）型

態，其工作項目為性行考核（著重團體活動表現行為及其適應能力之

觀察），並針對受刑人之身心狀況、罪質、刑期、累再犯情形、脫逃

紀錄以及參加犯罪組織情況，決定戒護安全尺度（高度、中度及低度

戒護管理）；此外，更進一步對受刑人之生理及心理作進一步衡鑑，

生理上，若有重大疾病、傳染病及精神疾病，儘速戒送外醫至簽約醫

療機構悉心診治。在心理上疑有心理異常之受刑人，則安排臨床心理

師與社工員進行個別心理諮商與面談，以舒緩其情緒困擾。最後，根

據受刑人第二階段所調查蒐集之資料，召開分類委員會，由接收調查

監獄之科長級以上幹部與會，評估新收受刑人及重新分類受刑人個別

處遇計畫及專業分類收容之建議（如某甲擬分配至高度管理監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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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監獄），並將建議提交下一階段協調會討論。

因此，該階段之目標在於瞭解每位受刑人之特性，以評估其人格

特質與職業性向，配合實驗作業與技訓工場之實際操作，瞭解受刑人

於團體活動中之行為及職業性向表現，觀察其人際關係之互動情況，據

以研擬個別處遇計畫及配置專業監獄，為下一階段的移監準備期預作準

備。

三、第三階段（期程約 15 日）

受刑人完成第二階段，並通過個別處遇計畫之審查後，進入第三

階段，採獨居或小雜居（2 至 3 人）監禁方式。其工作項目為召開協調

會，就受刑人之移監議題，包括專業監獄收容狀況、受刑人分類移送

他監順位問題、移監日期以及受刑人分類後不適應專業監獄處遇需重

新分類等議題書面審查，由法務部視察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調查監

獄典獄長、相關人員以及各專業監獄機關首長等。此外，也對受刑人

進行移監前講習課程，包括法令講解、宗教宣導、生活教育、職業價

值觀、醫療衛生常識、生涯規劃、新監介紹及戶外活動等內容。

因此，第三階段之目標，完全著重於為受刑人移往各專業監獄預

作準備，並於受刑人完成移監後結束。當受刑人移往各專業監獄後，

各監將再針對其受刑人為 15 日之個別行為觀察，倘發現受刑人有情緒

不穩定、處遇適應困難或不符合專業監獄收容目的者，則可移回接收

調查監獄再調查；倘若適應良好，則於個別行為觀察期過後，依據接

收調查監獄所擬定之處遇計畫，據以實施，此時接收調查監獄之工作

始告完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