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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惠婷

行為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加重理由係因犯罪行

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

會防衛之效果。同時排除過失再犯加重其刑，因後者難以確認其刑罰反應力

薄弱。由此得出，累犯加重其刑的立論依據是特別預防觀點。然多數學者反

對累犯加重其刑，因為違反罪責原則、與「行為刑法」相悖，以及宣告法定

刑上限以上之刑違憲，故學理上欠缺正當性。何況，實務對行為人主觀危險

性之評估與預測，尚未建立可受檢驗的科學判斷標準，可信度有待商榷。又

現行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已有保安處分

補充刑罰之不足，另採累犯制度屬可議。依學術通說有關刑罰目的之綜合理

論，刑罰功能有二：一為強化一般大眾對法律效力的信賴，並產生威懾效果；

二為判刑的人因刑罰而產生未來遵守刑法規範的動力，並透過對其自由的限

制，阻止繼續犯罪。但在罪責原則約束下，犯罪行為人的累犯可成為後罪法

定刑範圍內的加重刑罰理由，卻不應該成為加重法定刑範圍的理由。累犯加

重處罰規定不僅立論基礎受質疑，也欠缺實證研究的支持，建議刪除之，並

回歸為量刑標準。

關鍵字： 累犯、刑罰、刑罰目的、一般預防、特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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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ei-Ting Huang

According to Crimin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person, who 
deliberately commit crimes with a minimum punishment of imprisonment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having completed their total sentence or having been releas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fter serving part of the sentence, is a recidivist. The 
punishment for a recidivist shall be increased up to one half. The main legislative 
reason for imposing a severer punishment for a recidivist is that the previous 
sentence could not create a deterrent or rehabilitative effect on the criminal, and 
thu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ishes to prolong their periods in th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rehabilitative functions and safeguard social defence as 
well. Meanwhile, those who commit crimes negligently will be excluded from 
imposing server punishments because we hardly confirm whether the previous 
punishment caused effects on them. It can be referred that the harsher punishment 
for recidivists deriv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dividual deterrence. However, most 
scholars oppose the justification for imposing severer punishment on recidivists 
because it neglects t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crime and that 
Criminal Code is based on the a person’s conduct. Additionally, to declare and 
impose harsher punishment than statutory punishment is unconstitutional.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unishment lacks legitimacy theoretically. Moreover, 
we haven’t established a testable scientific tool to evaluate and predict a person’s 
risk and dangerousness, and thus the validity of judges’ assessment is dubious.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Criminal Code adopts not only penalties but also 
rehabilitative disposition execution, and thus the latter could be utilized for dealing 
with those who have future risk. Whether we need to enact additional punishments 
for recidivists in the Criminal Code is debatable.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two major purposes of punishment.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general public’s 
trus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gal mechanism, and thus they will be deterred 
from committing crimes. The other is to increase culprits’ willingness to obey 
the laws and prevent them from committing crimes continually by locking them 
up. Nevertheless, under the principle t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crime, recidivists could receive the harsher punishment only under statutory 
punishments, yet their repeated offending should not be a reason to impose 

The Legitimacy of Imposing Harsher Punishments on 
Recidivists under the Purpose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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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r sentences than statutory punishments on them. To sum up, to impose severer 
punishments on recidivists lacks legitimac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us this 
regulation should be repealed. Instead, the offenders’ recidivism should be taken as a 
criterion for sentencing standards.

Keywords :  recidivists, penalty, the purposes of punishment, general 
prevention, special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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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犯罪在人類歷史中早已存在，將來也不會消失。「犯罪」一詞的出現是

因為存有「不犯罪」，因為前者危害社會安全與秩序，社會共同生活體對於

特定行為乃賦予意義，描述的是該行為的本質，也是刑法禁止與誡命規範的

對象。刑法為了抑制犯罪滋生，不能只留在白紙黑字上的宣示，必須施以有

效的手段，基於趨善避惡的人性，刑罰乃是恆古不變的萬靈丹。刑罰對犯罪

行為人施以自由或財產的剝奪，甚至是生命，是社會對此行為的共同譴責，

不僅在立法上屬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司法實務也居舉足輕重的地位。若所有

人在第一次犯罪受處罰後不再犯，足以證明刑罰的有效性，然依經驗法則並

非如此，因此犯罪的成因複雜，人不會因為受處罰而不犯罪。有關累犯之規

定有刑法第 47條刑之加重、第 48條裁判確定後之更刑、第 77條第 2項不

得假釋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條第 3項累進處遇之責任分數，然加重本

刑的理由何在？大法官作出相關解釋是否圓滿解決爭議？故興起本文探究刑

罰的目的。又刑罰目的與刑法的任務不無關聯，除此以外，以下論述將透過

德國刑罰理論的介紹，檢討累犯加重其刑是否具有正當性，而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解釋則是探討本文的背景與促因。

貳、累犯加重刑罰之規定

一、成立要件

刑法於中華民國 24年制定公布第 47條累犯加重其刑規定，「受有期

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期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係

「受刑後復犯罪，可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治其特別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

必要
1
。」於民國 94年修正為「行為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赦免後，或者同法第 98條第 2項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

﹡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感謝矯正署專員陳俞亨協助翻譯中文摘要與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
研究生洪基凱蒐集整理中文文獻。

1、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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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符合該二情形之一，五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修正理由是「犯

罪行為人之再犯係出於故意者，固有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之必要；惟若過失再犯

者因難據以確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故宜以勸導改善等方式，促其提高注意力

以避免再犯，而不宜遽行加重其刑，故第一項限制以故意再犯者為限，方成立

累犯。」是以，除限制累犯要件之再犯是故意犯外，仍維持加重本刑，因為犯

罪行為人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理應產生警惕作

用，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卻故意再犯後

罪，足見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行為人對刑罰之反應力顯

然薄弱，猶無法達到刑罰矯正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之法理，有必要加重後罪

本刑至二分之一，再延長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
2 。

累犯要件如下
3
：

1.前犯之罪受徒刑以上刑之執行

行為適用累犯須前犯之罪受徒刑以上刑之執行，且係受本國法院之裁判，

若前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拘役、罰金或緩起訴者，因沒有

所謂的執行問題，排除累犯之適用，而行為人受死刑宣告，經減輕為無期徒刑

而受執行者，或經假釋出獄後依刑法第 79條以已執行論者，仍有構成累犯之可

能。刑法第 98條第 2項強制工作處分與刑罰之執行效果得以互代，同樣適用

累犯之規定。若徒刑只經裁判確定，尚未開始執行，因無判斷刑罰反應力強弱

之機會，不成立累犯。前犯所受執行之刑以執行刑為判斷基礎，再犯之罪則以

法定刑為準，故只要再犯之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均成立累犯，

至於再犯之實際宣告刑為何，在所不問。

2.再犯出於故意

行為人再犯須出於故意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因再犯出於過失者，難據以

確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宜以勸導改善等方式促其提高注意力以避免再犯，而

2、 立法院公報第 94卷第 5期，頁 237；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解釋；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六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

3、 蔡墩銘，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1990年，頁 350；林山田，刑法通論 (下 ),2008年，頁
489以下；張明偉，前所犯罪依軍法受裁判之累犯適用，軍法專刊第 62卷第 1期，2016年 2
月，頁 56以下。

8



1
特 稿

不宜遽行加重其刑；反之，前犯為過失犯者，故意再犯仍得成立累犯。

3.再犯限於五年以內發生

再犯須發生在前犯徒刑或強制工作執行完畢或執行一部而受赦免後五年

以內，理由是累犯大都在出獄後不久期間內發生，超過五年再犯罪者，因距

以前受刑之期間較遠，肯定刑罰已收相當效力，即無加重處罰之必要。但法

定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不得加重，且如有減輕情形，例如偵查及審判中

自白犯行，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4
。

二、學者見解

學者支持累犯加重其刑者認為，民國 94年新修正刑法採規範責任說及

個別行為責任說，在規範責任說下有所謂的「人格責任說」，其主旨在於行

為人之責任及危險性上，除了應追究行為人因行為所負之責任外，更追究其

造成本身危險性格，從而對其加重其刑具有合理性，例如累犯及常習犯。此

外，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體系，二者亦可同時宣告，遂認為此說

可圓滿說明累犯加重其刑之正當性
5
。

多數學者持反對見解，認為累犯制度是純粹的行為人刑法，其是行為人

之前因犯罪更犯一項新罪，立法者卻以處罰過的前罪作為發動加重刑罰的基

礎，違反罪責原則。如果國家不遵守罪責原則，國家發動刑罰權即可不受約

束或受到很少的約束，悖逆自由主義的精神，而為集體主義與集權主義造橋

鋪路，主張廢除累犯制度
6
。或主張刑法是一部行為刑法，行為刑法並非絕對

和行為人刑法對立而相互排斥，而是在行為責任的前提下，行為人的惡性可

成為審酌處罰輕重的重要依據，如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作為從重量刑之依據。若宣告刑在法定刑範圍之內，為行為刑法所容忍，亦

屬法院之裁量權限，但不得逾越各個犯罪所規定的法定刑範圍，故累犯加重

4、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797號。
5、 鄭善印，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警察法學第 6期，2007年 10月，
頁 382。

6、林東茂，累犯與三振出局，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期，2003年 5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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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或宣告法定刑上限以上之刑，不僅不符合行為刑法，且有違憲之嫌
7
。

另有學者認為刑事之執行，既無法矯正犯罪行為人之人格，屬刑事機構

之責任。若其行為時所犯之行為，既已受刑事制裁，則應已為其罪行負責，殊

無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於另外之犯罪考量行為人之「前科」而構成加重事由。

此種加重事由，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罪責原則」之內涵
8
。或批評累犯的

概念是「自身犯罪的連坐」規範，學理上並無根據，對其加重刑罰，欠缺正當

性
9
。或累犯之加重在法理上存有刑罰正當性的疑慮，因現行刑法之處罰，係建

立在行為刑法之基礎上，累犯制度加重處罰帶有高度行為人刑法與重刑思想的

色彩。在行為人主觀危險性的判斷上，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危險性及其危險程

度如何，目前在學說上與實務上尚未建立可受檢驗的科學判斷標準，且大法官

釋字第 584號解釋理由書指出行為人主觀危險性之評估與預測，可信度有待商

榷。此外，現行刑法既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且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

險性有保安處分制度以補充刑罰之不足，對於具有犯罪危險性者既已得施以矯

正、教育、治療等適當處分，以防止其再犯，並保障社會安全，則是否有「重複」

針對行為人之主觀危險性而另採累犯制度之必要，法理上亦非無疑
10
。

三、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解釋

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是有關累犯加重本刑及更定其刑的解釋，其中，對刑

法第 47條第 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以及一

律加重本刑是否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提出以下解釋要旨：

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

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

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

7、 鄭逸哲，關於累犯、緩刑、假釋和保安處分之新刑法修法簡評，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期，
94年 6月，頁 275。

8、 陳志龍，「刑法發展新趨勢與修法之扞革」，「刑法修正草案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大學
法律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辦，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八日。

9、 柯耀程，刑罰相關規定之修正方向─刑法修正草案提高刑度及累犯修法之評釋，月旦法學雜
誌，第 92期，2003年 1月，頁 73。

10、張明偉，同註 3，頁 5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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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

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解釋理由說明基於無責任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

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

無罪責即無刑罰，刑罰須與罪責相對應。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

之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立法機關衡量其

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

合斟酌各項情狀，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應與該

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

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無違。系爭所加重處罰者，係後罪行為，而非前罪行為，

自不生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

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 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

刑為 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 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

院仍須宣告 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規

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

律加重最低本刑，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參、刑法之任務與刑罰目的

刑法的本質不是被發現，而是被產生，如果是「本質」，不僅能指出

其存在，且應具有決定性，因此探究的不是刑法的本質，而係瞭解刑法是甚

麼或應該是甚麼，首應釐清刑法的任務、目的及其功能
11
。

11、 Hassemer, Strafrecht, Prävention, Vergeltung, in:Festschrift fuer 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 zum 70. Geburtstag, 2006, 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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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控制之必要性

（一 )積極控制與反應控制

刑法的任務在於保護人類共同生活，一個人難以長期完全離群索居，而是

所有人藉由其生存條件，彼此交換、共同合作以及互相信賴。刑法是人類社會

和平與保護的規範，具有基本意義。然人類共同生活能夠實現，有賴於代代相

傳的規範，進而形成生活秩序，公佈的規範效力則須依靠外部的強制與建立在

一致見解上，並對違反行為透過懲罰維持之，稱為「間接社會控制」
12
。在古

今中外歷史上，社會控制對每個社會而言屬必要，社會控制一詞源自於美國社

會學，且已認為社會控制不限於法律或刑法，而是應超越刑法，透過所有任何

形式的機制或程序進行，如社會群體、各式各樣的團體、甚至是個人反對行動

或衝突等。所有社會控制顯現的形式都由兩個要素構成，一為規範的制定，此

為建立秩序的保證；二為控制方法的可操作性。社會成員唯有藉助規範的制約，

方能產生合乎規範的行為。「規範」不完全是法律規範，還包含其他倫理或社

會規範，且讓社會每位成員可預見在特定條件下的後果
13
，故「規範」可以是

一種民俗或習慣，例如在印度踩死老鼠或在泰國水燈節撿水燈可能受嚴厲處罰。

社會為了讓每位成員免於生活恐懼，甚至積極保障其生活，即必須制定各

種規則，讓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不是建立在犧牲或不利他人之上，社會控制就是

在社會中建立社會秩序。無庸置疑的是，刑法中的刑罰對此項任務的實現扮演

核心角色；換言之，現代社會對秩序的建立與穩定，不可能放棄刑法，且似乎

也只有刑法與其刑罰才能建立社會秩序
14
。社會控制有多元的機制，刑法的刑

罰屬其中之一。刑法負起建立秩序的社會任務，並在此任務之下發展社會控制

的各種方案。在所有機制的光譜中，對共同生活體中的社會秩序建立，首先被

想到與經正確評估的是刑法，其在完成此任務中扮演特別角色與份量
15
。

社會控制方式可以是積極控制，也可以是反應控制，前者是對於不期待發

12、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T, 1996, S.2.
13、Meier, Strafrechtliche Sanktionen, 2001, S.2
14、Meier, aaO., S.1
15、Meier, aaO.,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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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行為預先排除，後者是對特定行為予以懲罰。積極控制是設置最外圍的

界限，讓每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起作用並建立內在控制；反應控制一方面對

合乎規範的行為給予正面的鼓勵，例如獎賞或記功獎，另一方面對違反規範

的行為施以負面的懲罰，例如污名化、施加痛苦或排斥等。在違反規範的負

面反應中，形式反應者有警察干預與司法制裁，非形式反應則是家庭、鄰居、

同儕團體或工作夥伴，其可以是嘲笑、蔑視、反對或斷絕關係等。不管是形

式或非形式反應，重點不在於當事人的直接反應，而是對其導正行為是否有

效，特別是預防性上。因為當事人期待外在所有人的反應，則會調整自己下

一步行為，故反應控制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能起作用，並有助於內在控制的

建立。在不受限的社會控制體系中，法律只是其中一部份，觸法行為只是所

有脫序行為的一部分，司法只是社會控制的承擔者之一，而刑罰也僅是眾多

社會控制可能中的一種而已。除了司法，承擔社會控制責任者尚有家庭、學

校、團體、協會、教會、鄰居、同儕與公眾等，尤其是傳播媒體
16
，在這一

連串的社會控制機制中，司法的社會控制屬末端。

（二 )刑法屬最後手段

社會控制體系有各種機制，刑事司法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藉由預防或

壓制產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社會控制機制互相交流，當一般社會規

範無法確保人類共同生活，則須由法律規範補充、精緻與強化之。提供社會

規範者是共同體，有計畫地創設法律規範者，則是國家，在多元社會的生活

條件與基於現代社會人類生存條件的處境，國家的保護任務更甚於以前。刑

法透過國家強制以確保法律規範的不可侵犯性，屬最後的防線，與同樣具強

制力的民法與公法比較，刑法經由國家公權力，其公開的刑罰壓制力與強制

執行力位居核心，力道亦屬最強。當其他措施無效或可能性已經不存在時，

刑法是確保與提供規範的最後強制可能性。如果刑法不再能保證共同生活的

安全與秩序時，社會成員即有生存危機，此時人民必須採取自我保護，將形

成弱肉強食的現象
17 。

16、Meier, aaO., S.2f.
17、Jescheck/Weigend, aaO.,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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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範以多樣的方式與其他社會控制機制區別，前者有民法、行政法與

刑法等，在所有社會控制中，法律是最明顯的形式化，並以理性建構，適用所

有人且絕對適用，透過司法的獨立、特別與專業的監控，以國家力量對逾越規

範的行為執行制裁。在所有法律中以特別方式執行制裁者首推刑法，與其他社

會控制不同之處，刑法基於預防與壓制觀點所採取的目的與方法限於對特別的

行為，這些行為在共同的生活中以特別嚴重的方式帶來損害，侵害的也是生活

上重要利益。但刑罰與其執行並非封閉與排斥，而是以多元方式與其他社會控

制機制連結，互相影響與互補。刑法具有以下特色：維護重要利益、遵守罪刑

法定原則以及程序以透明、理性的方式進行宣告與執行刑罰
18
。

二、刑法之特色與功能

（一 )刑法限制自由且製造自由

刑法並非針對所有干擾社會共同生活的行為，而是侷限於對社會秩序基本

價值的保障。刑法的任務是保護法益，所有刑法規範建立在生活規範的正面價

值上，這些基本價值對於人類共同生活屬重要，且必須由國家透過公開刑罰的

強制力予以保障。基本的生活價值如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財產、交通與環

境安全、公務員不可賄賂性、公共和平及國家安全等
19
。然國家的刑罰公權力為

了保護人類共同生活並非以任意方式或範圍執行，而是為了克服混亂才為之，

並以適當的自由防堵人類的惡意。實現公共和平與安全目的不是追求社會應毫

無犯罪，而是將犯罪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並藉由國家控制犯罪且人人都適用。

憲法保障所有人的行為自由，刑法則是限制自由，後者只有為了保護社會而在

無法避免下方可為之，因此，刑法是立法者的最後手段。刑法抵禦暴力與惡意，

目的是創造每個人的自由發揮的空間，每個人在此空間內可以自由決定並實現

決定，因此，刑法不僅限制自由，且製造自由。破壞法律者不僅依其輕重施以

不同程度的非難，且應該為其行為付出自由的代價，刑罰對犯罪者雖具有社會

功能，但也應考量對被判刑者的未來生活是否會產生何種作用
20 。

18、Meier, aaO., S.3.
19、BverfGE 45, 187; Jescheck/Weigend, aaO., S.57.
20、Jescheck/Weigend, aaO., S.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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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壓制與預防功能

刑法具有兩大特色，一為壓制功能，透過對法益侵害的懲罰實現保護

社會的任務。二為預防功能，透過害怕法益在未來受損的心理，以保護社

會。這兩大功能不是互相對立，而是合為一體，刑法具有「經由壓制的預防」

特色。刑法透過刑罰威脅已發生的侵害法益行為，應遵守分配正義原則，但

對保護法益而言，仍屬過慢，因為刑罰看到的是已過去的行為，卻無法使犯

罪行為人的不法行為不發生。不可否認地，壓制功能屬不可或缺，因為只有

透過合理的刑罰方能保護社會，且對侵害法益行為科以適當刑罰，才能落實

法規範的不可侵犯性。此外，法院的判決在不會遭誤解下可以向犯罪行為人

與一般大眾宣示規範的執行力，將來也是如此。讓大眾對適當的規範產生確

信，明確標示禁止行為的責難，再經由大眾媒體傳播刑法的形成與執行，間

接地實現預防犯罪的任務
21
。

刑法具有直接的預防功能，因為刑罰有助於被判刑者堅定對規範的尊

重與回歸，受刑人因接受刑罰執行令自由、財產與尊嚴付出代價的記憶，

乃是對未來犯罪的一種警告，進而在一段期間內可以保護社會免於受到危險

犯罪人的侵害，刑罰加諸在受刑人身上的短暫功能確實可以實現特別預防目

的。刑法對於特定犯罪族群也具有特別的預防任務，例如對於初犯，常見於

少年犯罪；其次為心智缺陷犯；再者是過失犯，此為現代刑法中最棘手的問

題，特別是交通犯罪；最後則是再犯，再犯的兩大族群是習慣犯與傾向犯，

前者是對犯罪具有癖好；後者是對先前的犯罪具有重複性，但依其人格發展

尚未固著於犯罪軌跡上。前科固然是一般最常見的加重刑罰理由，因對於一

再衝撞法律的人，基於正義與一般預防有必要加重刑罰，但長期自由刑對於

特別預防難有積極的功能，故德國於 1986年廢除刑法對於再犯處罰至少六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理由是不符現代刑罰理論
22 。

21、Jescheck/Weigend, aaO., S.4f.
22、Jescheck/Weigend, aaO., S.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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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罰之正當性

刑罰對社會控制具有必要性，但刑事政策有高估其功能之虞，在所有社會

控制體系中，刑法有其侷限性，導正行為的目的非刑法所能實現或只能以極度

限制的方式實現，甚至有主張當其他社會控制都無效時，也可以完全放棄刑法。

縱使有主張不應期待刑法導正行為的功能，但刑法在所有社會控制的體系中仍

居於不可放棄的地位。由兩個理由可以說明之：一為刑法是體現國家公權力壟

斷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對違反規範者的強制威嚇與執行是最後且必要的防禦方

法；二為透過刑法體系可以強化與支持刑法以外的社會控制機制，藉其高度的

約束有益於行為矯正，同時提供社會成員的自主空間，令其嘗試自我決定克服

衝突的可能性。又刑法以其具體可瞭解的強制作用發揮一系列的象徵性功能，

具有較強的強制作用，故對於社會秩序的重建與確保不可小覷。在當代多元價

值與社會關係常為匿名下，刑法規範的目錄與相關強制執行，應屬生活在自由

的共同社會中最能理解與接受的最小公約數。其次，刑法對犯罪行為採公開譴

責方式，犯罪與犯罪行為人之間形成內在關聯，要求犯罪行為人自我負責，以

國家威權施加的刑罰會令犯罪行為人無法忘懷，進而區分合法與非法，並讓犯

罪行為人違反的規範得以澄清及強化規範的效力，這是其他社會控制機制所沒

有
23
。

刑法與其他社會控制機制共同參與社會秩序的建立，在刑事政策上必須考

量各種注意事項，不應過度期待刑法刑罰的功能與效果。對犯罪人施加刑罰，

不完全在於法律適用要件與刑罰執行上，而是必須檢討相關刑罰結果對個人與

社會是否產生作用。在如此要求下，刑罰不只是法律適用而已，而是在立法者

所設定的規範範圍與目的下執行，實證結果屬不可忽略。除了刑法以外，還有

其他法律領域或法律以外的社會控制機制可以影響犯罪行為人，並強化刑法的

刑罰功能，但可能與刑罰功能互相衝突或抵銷，因此，只有對刑法的刑罰所產

生的功能進行真正評估，才能做出合理的處理
24
。在所有社會控制機制中，刑

法干預犯罪行為人的法律地位最深刻，因此動用刑罰必須對重建秩序與安定具

23、Meier, aaO., S.4f.
24、Meier, aaO.,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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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且為最後手段。此外，在支持替代刑罰的觀點下，應以民法或其他

公法保護措施為優先，尤其是非形式的社會控制機制，如家庭、學校或職場

等
25
，刑罰並非萬能。

依刑罰的意義與目的，刑法體系透過國家的強制藉以重建及確保遭侵害

或危害的法益，刑罰方具有正當性，除了死刑，採取的手段以自由刑最嚴厲。

刑罰本質不同於保安處分，其是對犯罪行為人強加痛苦，也是對行為具罪責

性的犯罪行為人公開施以社會倫理上的非難，故只要是經法院宣告的刑罰，

都含有惡害性質，縱使看似一種良善的決定亦是，例如失業且三餐不繼的小

偷竊取食物，將其關進監獄免於飢寒，也不應認為刑罰非惡害，因而改變刑

罰的本質，竊盜的動機只能在量刑上考慮
26
。在結構上對刑罰的法律理解，除

了是痛苦施加外，同時含有兩項意義：社會倫理的非難與透過審判公開譴責。

其中，社會倫理的非難具有刑法象徵性的功能，即對違反規範行為的鄙夷、

個人責任的分配、支持被害人的表達以及規範效力的威信證明。只不過對行

為的非難必須源自於罪責，亦即法益侵害結果可歸責於犯罪行為人，並足以

譴責之，而宣告刑罰的高低同時反映對事件苛責的程度。透過刑罰不僅可以

維護第三者利益，尤其是被害人，同時重建社會和平，讓被害人恢復平靜
27
。

肆、刑罰理論

刑法任務與刑罰目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保護法益，讓每個人得以自

由發展及維護建立在此目的上的社會規範。當確認刑法的任務後，緊接著必

須規定何種行為應當受到國家刑事制裁及以何種方式處罰，這正是有關刑罰

目的的學說所要解決的問題
28
。刑法透過刑罰公開譴責犯罪人的行為，其意義

何在？對其施加刑罰的威嚇、宣告與執行在理論上是否具有正當性？以下介

紹各種刑罰理論
29
。

25、Meier, aaO., S.10.
26、Meier, aaO., S.15f.
27、Meier, aaO., S.16f.
28、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2006, S.69f.
29、 國內文獻可參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2008，頁 414以下；王皇玉，刑罰與社會規訓－

台灣刑事制裁新舊思維的衝突與轉變，2009，頁 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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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絕對理論

絕對理論或稱報應理論，刑罰的意義不在於實現任何對社會有利的目的，

其正當性源自於犯罪行為本身。因犯罪須接受審判，刑罰的目的是報應已發生

的不法行為與實現正義，但報應不等同報復，刑罰僅是對犯罪行為的回應。國

家對犯罪行為人施加痛苦，是讓犯罪人對法規範侵犯的一種補償或贖罪。

絕對理論受德國理想主義者康德與黑格爾影響，康德認為，如果刑罰是為

了實現特定利益目的，實與人性尊嚴相悖。刑罰不應被視為將每個人處理成為

另一個人的目的方法，如此有違天生的人格，因此刑罰的正當性只能建立在犯

罪行為人所違反的犯罪上。刑法無條件要求行為人違反法律時，基於正義應接

受處罰。如果刑罰不公義，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亦無價值可言，故刑罰應遵守公

平原則，以實現正義，報應與公平乃是制定規範牢不可破的原則
30
。

黑格爾反對刑罰的正當性基於利益考量，特別是反對費爾巴哈的威嚇觀

點。犯罪是對法律的否定，刑罰則是否定的否定，也是法律的重建。如康德的

觀點，威嚇與改善犯罪行為人的預防目的不是刑罰目的，利益或威嚇論點乃是

否定人有自由意志。如果國家只想透過痛苦強迫每個人遵守規範，如同對狗舉

起棍棒嚇阻，此舉不是對一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應有的對待，而是與狗沒兩樣。

此外，對犯罪行為人的特別意志而言，遭侵犯的法律本身意志必須重建，當法

律對犯罪行為人施加痛苦而予以抵銷罪責，刑罰才具有正當性。犯罪行為人所

經受的痛苦，對其而言不只是公平而已，也是其本身的法律，刑罰在箇中被視

為是其自己擁有的法律，唯有如此理解刑罰，犯罪行為人將被尊敬為理性之

人
31
。

支持報應理論者進一步認為，刑罰的量刑應當以犯罪行為人的罪責為標

準，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才是合理的罪責相抵。因此，報應理論的優點

是提供最高刑罰的衡量原則，對國家刑罰公權力劃出界限，肯定具有民主與自

由選擇的功能。只不過現今學術不再支持報應理論，實現形而上學的正義，人

30、Roxin, aaO., S.70f.
31、Meier, aaO., S.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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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制的「國家」不僅沒有能力，也不合理與缺乏根據。人民只希望國家負

起確保人類和平與自由的共同生活責任，國家也侷限於此保護任務。報應理

論會帶來社會政策所不願意發生的結果，因對犯罪行為人施加痛苦的刑罰可

能產生個別的損害，而無法治療，這些損害往往是犯罪的成因，因此不是對

抗犯罪的適當措施
32
。

二、相對理論

與絕對理論針鋒相對的是相對理論，支持者認為刑罰的正當性是基於社

會利益目的，刑罰具有阻止與防止犯罪行為人繼續違反規範的功能，因此目

的在於預防性上。德國建構相對理論基礎的學者是貝加利亞，認為刑罰功效

有兩大範圍：對犯罪行為人的影響以及對一般大眾的影響，亦即阻止犯罪行

為人再次對共同生活的大眾加諸損害，同時可防止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前

者稱為個人或特別預防，後者稱為一般預防
33
。

（一 )特別預防理論

刑罰正當性在於對犯罪行為人的影響，經由判決再執行刑罰，會產生直

接可感受的效果，導致其不敢繼續犯罪，稱為特別預防理論。德國代表學者

是李斯特，其認為從刑罰中可以產生個人預防效果，且為了保護法益，宣告

刑罰須具有必要性，而必要的刑罰也必須合理，從刑罰目的觀點而言，要求

對犯罪行為人採取的方法應適合目的及運用時盡量節制。犯罪是社會現象，

施以刑罰則是社會功能，刑罰具有三大不同作用：一為刑罰有助於加強或改

善犯罪行為人的利他動機；二為刑罰可以增強自私的動機與威嚇犯罪行為人；

三為刑罰可以短暫或長期將犯罪行為人與社會隔絕，期間不再能危害社會。

簡言之，此三大功能分別是改善、威嚇與安全，對無能改善與需要改善者予

以改善、對不需要改善者予以威嚇，以及讓不具有改善能力者無法製造損

害
34
。

32、Roxin, aaO., S.72f.
33、Meier, aaO., S.21.
34、 Meier, aaO., S.24f. 刑罰可以增強自私動機與威嚇犯罪行為人，係指犯罪必須接受刑罰，在

利害關係考量後，犯罪行為人會做出利己的選擇而不敢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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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依特別預防理論具有消極與積極功能，前者是透過刑罰威嚇直接強制

犯罪行為人，令其不敢繼續犯罪；後者是透過刑罰讓犯罪行為人在將來生活中

不具有犯罪的可能，因此，積極特別預防功能在學術上與「再社會化」同義，

且為刑罰執行的目的
35
。然而透過刑罰改善人的想法已經被積極一般預防所取

代，現今反而強調應注意刑罰產生的作用，避免產生有損社會的副作用。此見

解在刑罰科以最高限度時具有實際意義，因不具有損害社會的刑罰，才是公正

的刑罰
36
。特別預防觀點受到強烈質疑與最嚴重的缺陷是沒有提出刑罰的衡量

標準，為了再社會化可以施以不確定的刑罰期，導致犯罪行為人顯示有嚴重的

犯罪危險性，甚至在沒有具體的犯罪下，也可以施以再社會化。其次，此理論

遭致批評的是，國家基於何種權利可以教育成人以及透過再社會化處理衝突，

又對於不具有再社會化需求的人，也無法得知應如何開始進行特別預防措施
37 

，於此，特別預防理論沒有提出說理。

（二）一般預防理論

1.消極一般預防思想

依一般預防理論，刑法經由刑罰的宣告與執行，可以嚇阻大眾犯罪，探討

此理論時特別會提及德國學者費爾巴哈，其由心理強制理論中得出，犯罪形成

原因存於意念中與追逐私利的想法，故刑罰對犯罪意念的驅動具有心理強制效

果。行為人在犯罪前認識犯罪將會受到痛苦的懲罰，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就會放

棄，執行刑罰會產生威嚇效果，故刑罰的目的僅是透過法律威嚇人民。費爾巴

哈的觀點被視為消極一般預防思想的代表，又稱威懾一般預防思想。從外行人

心理與進階心理觀點而言，許多人看到以違法途徑滿足慾望是不可能實現，反

而須承受較嚴重的不利結果時，違法亂紀的本能動力才得以抑制，故此理論至

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38
。但遭致批評的主要理由是，此理論沒有一套內在的刑

罰界限標準。其次，不同於絕對理論的正義與公平原則，相對理論沒有說明為

35、 Meier, aaO., S.25. 我國監獄行刑法第 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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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Praxis der Strafzumessung, 2008, S.160f.
37、Roxin, aaO., S.76f.
38、Roxin,aaO. , S.78f; Meier, aaO., S.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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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輕罪輕罰，重罪重罰。如果為了威嚇大眾與顯示法律的不可侵犯，原則上

任何刑罰都適當，且在理論上，一定的刑罰界限對此功能實現亦屬必要，但

此理論欠缺說明
39
。

與刑罰具有心理強制觀點類似者是經濟刑罰理論，認為刑罰不僅在於

威嚇而已，而是讓犯罪行為人思考犯罪是否值得，亦即獲利與損失的平衡。

因為犯罪行為人在觸法行為中付出代價，基於利益觀點，潛在犯罪人會做出

較有利的選擇。此論點對抗制詐欺犯特別具有威嚇功能，但也導致政策上戲

劇性的加重刑罰，甚至宣告終身監禁。最典型與受質疑的例子是美國 1994

年的三振法案，犯罪行為人使用暴力，三次犯罪自動科以終身監禁或 25年

有期徒刑。歐洲國家對此理論存疑與戒慎，因三振法案不僅排斥現代刑法中

的刑罰個別化原則，甚至製造「危險社會階級」觀念，造成社會分裂，並對

某些犯罪行為人提高報應刑罰合理化，導致刑罰不公平，在歷史上曾留下不

良紀錄。其次，該理論認為人是理性的，都會做出有利於己的選擇，因此刑

罰有助於防止犯罪行為人與一般大眾為違法行為。只不過，此理性選擇觀點

無法解釋非故意行為，這類犯罪行為人不是、也不能在理性與非理性行為之

間做選擇，反而是在非理性下違反注意義務地損害他人法益。消極一般預防

思想對經濟刑罰理論而言，其對犯罪行為人因犯罪所期待的刑罰種類、刑罰

高低與刑罰的穩固上具有實質意義
40
。

2.積極一般預防思想

積極一般預防思想針對一般大眾，透過刑罰可以強化規範存在及貫徹

效力與信賴。刑罰的目的在於彰顯法律的不可侵犯性，防範潛在犯罪人將

來類似的觸法行為，並得以對大眾明示刑罰功能的正當性，故刑罰具有傳達

效果的交際功能。至於規範效力的強化不在於其本身或正義上，而是大眾在

社會與人交際的「定位模式」上，亦即提供行為安全與社會共同生活的條

件。此論點所描述的預防特性是刑罰控制行為的作用，或稱為規範信賴的實

踐，或社會教育的動機學習效果，具有三大目的與作用：一為社會教育的

39、Meier, aaO., S.23.
40、 Kaczmarek, Überlegungen zur ökonomischen Theorie der Strafe, in: Festschrift für 

Friedrich- Christian Schroeder zum 70. Geburtstag, 2006, S.70�; Meier, aaO., 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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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學習效果，透過刑事司法的活動喚起人民對法律忠誠的實踐；二為信賴效

果，當人民看見法律的落實即會產生信賴；三為和解效果，對違法行為的處罰

可強化一般法律意識，並解決與犯罪行為人的衝突，後者效果更是在整合預防

（Integrationsprävention)概念下被認為是刑罰目的的正當性所在。積極一般

預防理論的優點是令社會學的社會控制功能變成有可能，國家面對破壞法律者

並非毫無回應，而是透過回應，規範的效力方得以維護，刑罰才具正當性
41
。

縱使犯罪行為人不具再犯危險性，也不會完全放棄刑罰，否則其他人將模仿之。

此外，對犯罪的描述不能不清楚或使用爭議的危險預測概念，而應儘可能確定，

才能讓人民對於特定的行為保持距離
42
，遂有學者認為刑法本質是「經由回應

的預防（Prävention durch Reaktion）43
」。

一般預防理論與報應理論不同的是，前者以抗制犯罪為出發點，有利於特

定刑事政策的制定，認為一再侵犯法律是目前刑罰不足以威嚇，為了有效的一

般預防，提高刑罰屬必要。但這也是此理論遭致批評所在，被認為高估刑罰解

決犯罪的功效，甚至造成國家製造恐怖的危險。更何況，目前有關刑罰威嚇功

能的實證研究尚未明朗，且少有實證加以證明
44
。其中，消極一般預防理論會

成為國家政策上加重刑罰的理由，而此現象備受學者強烈質疑，因為刑罰是否

有此預防功能不無疑問；反之，積極一般預防則受到多數肯定，認為透過合理

的刑罰在穩固一般價值意識的意義上，得以實現強化規範的任務
45
。

三、綜合理論

當今德國刑事政策的通說採綜合理論，認為刑罰必須有合憲的正當性目

的，如此才能合理化其威嚇、宣告與執行。刑罰目的不同其他基本權利的抽象

價值取向，如果僅是為了真相與正義的實現，刑罰正當性仍顯不足，故係為了

41、Meier, aaO., S.22f.
42、Roxin, aaO., S.83.
43、此名稱由德國學者 F.C. Schroeder所提出 , 參見 Hassemer, aaO., S.52.
44、Roxin, aaO., S.80f ; Meier, aaO., S.23f.
45、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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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在社會中具體、可理解的作用而存在，此功能或可稱為「社會目的」。

刑罰目的如同保安處分，在於預防性的法益保護。對於違反刑法規範者，國

家須有所回應，以避免未來再發生，特別是對共同社會生活以特別嚴重方式

侵害的行為。強調的是，刑罰目的是對違反社會倫理行為的非難以及對犯罪

行為人施加強制性痛苦，以澄清與確認遭違反的規範效力，指出被宣判的犯

罪行為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否則對後果擔負法律責任，因此，刑罰是

對被宣判的犯罪行為人與一般大眾傳達刑法保護法益的意義與目的
46
。

依綜合理論，刑罰有益社會的功能可從二方面得出，對一般大眾而言，

加強對法律效力的信賴，並產生威懾效果；對判刑的人而言，因刑罰產生未

來遵守刑法規範的動力，支持其學習合乎規範的行為，並透過自由的限制阻

止其繼續犯罪。至於何種方式產生何種效果以及指引其行為的效應有多大，

則有賴實證研究。刑罰具有保護法益的功能，縱使在個案中，特別是刑罰

的執行，如果附隨產生沒有預料到有害的副作用時，也不會改變此論點。但

基於刑法的價值與意義，綜合理論強調犯罪嚴重性與刑罰輕重應取得價值均

衡，遂提出犯罪與刑罰的相稱性，預防性干預也必須有其界限。因為刑罰具

有社會倫理非難，是對犯罪行為人的行為加以譴責，關鍵不是客觀實現不法

的嚴重性上，而是犯罪主觀可譴責的高低；簡言之，在於罪責的嚴重性。責

任相當的刑罰可以是、也必須是預防性與合理性的刑法體系核心，唯有責任

相當的刑罰才能彰顯社會對犯罪行為人的行為是如何予以譴責。只不過「責

任相當」在許多個案中仍然沒有一致的見解，依綜合理論，肯定的是一般預

防與特別預防思想彼此間不是互相排擠，而是在個案中互補
47
。

伍、檢視累犯加重刑罰之正當性

上述刑罰理論各自提出刑罰正當性的觀點，通說採綜合理論，顯示絕

對理論與相對理論各有其優、缺點，皆具有不可偏廢的理由。以下將透過多

元角度檢視刑法的累犯加重刑罰是否具正當性。

46、Meier, aaO., S.33f.
47、Meier, aaO., S.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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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絕對理論之正義觀點

由現代刑罰目的觀點而言，絕對理論無法完全解釋刑罰的正當性。特別

有以下兩項理由，一為絕對刑罰理論無法說明為何為了實現公平正義而需要刑

罰？因為實現此目的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國家並非一定要加諸刑罰才能實現，

例如經由適當的程序條件讓加害人與被害人和解，或由國家對犯罪被害人予以

補償，也可以實現正義。如果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正義只透過刑罰，有可能是再

製造新的痛苦而已，不足以說明刑罰的正當性。依康德與黑格爾的刑罰理論所

塑造的個人圖像，已經不符合時宜，因為每個人不應該被視為「物體」，而是

一位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可以自由發展的自我負責個體，國家採取的措施必須合

憲，尤其符合比例原則與人格核心不可侵犯，刑罰干預只有在合憲目的下的利

益考量，方具有正當性。但絕對理論也並非完全不可取，其立論基礎建立在正

義上，因此不能對犯罪人施以不公平的刑罰。「正義」對刑罰理由不只是抽象

的價值取向，而且是對刑罰劃出界限。對犯罪行為人執行的刑罰，其高低與犯

罪輕重須符合適當關係，因此，絕對理論所要求的犯罪與刑罰關係，至今仍具

重大意義，特別是黑格爾所主張的犯罪與刑罰等價
48
。罪責原則是報應理論的

決定性要素，具有憲法位階，視為刑罰界限的方法，處罰應以後罪的法定刑為

量刑範圍，可以宣判最高刑度，但不應另外加重其刑，否則刑法將淪為行為人

刑法，違反刑法體系是以行為為處罰基準，累犯加重刑罰規定在絕對理論的刑

罰公平正義主張下，欠缺正當性。

二、相對理論之預防觀點

由刑法第 47條立法說明、大法官第 775號解釋與實務見解得知，犯罪行

為人之累犯足見刑罰感應力薄弱，基於特別預防之法理，非加重其刑不足使其

覺悟，累犯加重處罰是基於相對理論中的特別預防觀點，然此立論基礎不無疑

義。德國於 20世紀盛行特別預防觀點，受影響者如針對少年犯罪的少年法院

法或刑罰與保安處分的區分等，都是當時刑事政策改革下的成果，只不過特別

48、Meier, aaO., S.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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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理論於今日已經不再如前是刑事政策上的焦點。特別預防理論受質疑的

是，一是不同於一般預防理論在於保護規範，反而要求量刑時，對受侵害的

法益保護必須具必要性。只是必要性標準沒有界限，且原則上基於必要性考

量，所有刑罰都具有正當性，甚至讓犯罪行為人不再具有侵害性的刑罰也是

必要，或具危險性的犯罪行為人基於維護安全考量，對其科以終身監禁也能

正當化，導致不確定自由刑的存在，特別是少年處遇措施，而與法治國原則

相背。對絕對理論所主張的公平正義觀點—刑罰高低與犯罪輕重必須具適當

關係，略而不論，是以，基於特別預防思想對這些人不是施以刑罰，反而應

處以保安處分
49
。

其次，特別預防思想不承認存有不具必要性刑罰的情形，認為即使不

具改善需要的犯罪行為人，原則上對其施加刑罰仍屬必要，目的是警告與威

嚇，對再犯危險低的人也一樣。此見解有爭議的是，只想透過刑罰避免被判

刑的人再次犯罪，事實上恐怕難以實現。若對不具改善必要的人施以刑罰屬

必要，此主張與絕對理論並無二致。再者，針對「改善」犯罪行為人而言，

成年人的強制教育攸關人性尊嚴，在法律上也應該有界限；換言之，對於不

會危害自己或他人的人，國家沒有權利只為了改善目的即剝奪其自由，因

此，社會化觀點突破與絕對理論相關聯的禁令，將人視為物權法下的對象。

然特別預防思想的主要缺失不是立論上的薄弱，而是其提出的假設性功能模

式，認為透過刑罰可以阻止再犯，此功能在實證研究中仍未獲得一致的確

認
50 。

一般預防思想的缺點有如特別預防思想，對於刑罰的界限沒有標準，消

極一般預防思想會主張提高或採嚴厲刑罰以威嚇大眾，往往轉換為國家製造

恐怖的危險。其次，為了預防目的的刑罰，一般預防思想比特別預防思想更

容易侵犯人性尊嚴，因為再社會化至少是幫助受判決者，而基於一般預防思

想的威嚇大眾功能則是令犯罪行為人承擔較高或嚴厲的刑罰。又一般預防思

想也有如報應理論的缺點，執行刑罰只是威嚇一般大眾，而非針對受刑人，

49、Meier, aaO., S.26.
50、Meier, aaO., 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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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刑罰對受刑人沒有激勵的作用，對再犯的遏止沒有助益
51
。此外，由現

代的刑事政策得出一致的結論，只有一部分的犯罪傾向者才會因刑罰威嚇而卻

步，甚至部分人不會因科以重刑而害怕，考慮因素反而是被發現的風險高低，

因此一般人認為加重刑罰足以威嚇大眾，非屬理所當然的結論，提高刑事追訴

效率才有一般預防的效果，例如透過強化警察辦案能力與優質的教育
52
。反之，

綜合理論認為刑罰的正當性在於具預防性的法益保護功能，刑法的任務是對犯

罪行為人與一般大眾宣示受侵犯規範的效力。刑罰不同於保安處分，其必須確

認犯罪行為人的責任，並對犯罪行為的不法行為給予譴責
53
，而刑法第 57條的

量刑標準即以責任為基礎，在責任所界定的刑罰範圍內，實現預防犯罪的刑罰

目的，故在現代的刑罰理論下，累犯加重刑罰的立論基礎已受質疑，也欠缺實

證研究的支持。

三、罪責原則之功能

大法官第 775號解釋說明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即

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該解釋不反對

法官對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且不會有違反罪責原則問題，反對的是對累犯一律

加重刑罰，認為應視個案而定。有疑義的是，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依規

定並沒有限制僅能加重最低本刑，亦即加重最高本刑至二分之一也沒有違反規

定。加重最低本刑固然不至於逾越法定刑範圍，但加重最高本刑則是逾越法定

刑。大法官解釋並未周延地檢視累犯加重其刑是否完全合憲，僅是說明司法實

務能加重最低本刑。其次，若累犯在個案中應視情節加重其刑，但量刑高低原

屬刑法第 57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標準之一，實無待大法官特別解釋。是以，

累犯不管是一律加重其刑或加重最高本刑至二分之一，皆違反罪責原則。

依罪責原則，國家刑罰理由在於對犯罪行為人個人的犯罪行為予以譴責，

一方面刑罰以罪責為前提，無罪責無刑罰，另一方面刑罰不應當超越罪責程度。

國家干預權力不能依需求而對受判決者的自由為所欲為，而是必須在其罪責範

51、Roxin, aaO., S.83.
52、Roxin, aaO., S.79f.
53、Meier, aaO., 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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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宣判，否則違反人性尊嚴。雖然憲法沒有明定罪責原則，如同大法官解

釋所指出，其刑罰界限的功能具有憲法位階。只是罪責原則與比例原則不同

義，後者對於保安處分具有意義，其是立法者為了有效保護社會，刑罰無法

實現目的時採之，但所採取的保安處分也應符合比例原則，尤其是逾越的禁

止，論者認為此原則對國家干預權力的限制不如罪責原則有效，因此無法取

代之
54
。罪責的本質是因行為人在具體個案中不履行規範要求，儘管行為人

對這些規範要求做得到，卻不做，所以是對不法行為的遣責。對行為人罪責

的非難評價，不在於行為人應該為合法行為，而是行為人可以自由決定為合

法行為。罪責是刑罰的量刑基礎，是避免國家對犯罪行為人做出過度反應。

刑罰是以公開方式譴責犯罪行為人，應侷限於行為受社會倫理非難的程度

內，當刑罰與有罪責的違法行為維持均衡時，刑法方能以合理方式實現保護

社會的目的，強調的是，刑法拘束是最小的道德要求。縱使刑罰具預防目的，

也不應逾越合理範圍，罪責原則具有限制刑罰功能，乃不容置疑
55
。

累犯應受到罪責原則的約束，其可成為後罪法定刑範圍內的加重刑罰

理由，卻不應該成為加重法定刑範圍的理由。換言之，現行法依刑法第 57

條量刑事由加重，不會超過該罪的法定刑範圍，亦屬法院的裁量權。然依刑

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法院可以宣告超過法定刑上限之刑，乃是違反罪責

原則。刑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除了審酌一切情

狀外，特別列舉的應注意標準都針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因此，列舉標準

不僅指出刑罰量刑的目的，且強調在特別預防考量下的罪責均衡。值得注意

的是，本條沒有特別針對威嚇大眾需求與保護一般大眾的參考依據，如此結

果並非巧合，而是強調責任為科刑的基礎。較具實務意義，卻仍有爭議的是，

犯罪行為人再犯是否可成為後罪加重其刑的理由？再犯屬量刑標準的「犯罪

行為人之品行」參考，通常再度違犯相關犯罪，會視為加重刑罰的理由。只

不過須在罪責相當的範圍內，在特定嚴格的條件下，以前的犯罪才能成為後

罪加重刑罰的理由。此情形可以是行為人有目的地違反社會規範，至於是否

54、Roxin, aaO., S.94f.
55、 BGH 2, 194; BGH 20, 264; Jescheck/Weigend, aaO. , S.24f；林鈺雄，新刑法總則，2018，

頁 29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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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目的性，則由行為人以前對相同或類似犯罪的判決予以判斷，並從中顯示不

法行為的罪責提升。量刑時因犯罪行為人有前科即加重處罰，可以理解的是因

犯罪行為人在前次判決中沒有感受到警告或學習教訓，或認為頑固的法敵意具

有升高的罪責特徵，足證其有較高的刑罰需求。然事實上再犯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行為人意志薄弱或受到他人支持犯罪的影響等
56
，因此確認犯罪行為人

的意念很重要，意念由可罰行為中可得知，並從行為中得出其對以前的刑罰執

行在毫無印象下再度漠視他人法益
57
。但不應忽略的是，刑罰是否能讓犯罪行

為人修正自己的行為，仍有疑義，再犯更不應成為加重刑罰理由而逾越行為罪

責範圍，因為一味地提高刑罰，可能適得其反，加劇其排斥社會化的人格。故

對再犯或累犯加重刑罰究竟是機會還是風險？在實證研究尚未明朗下，於考量

所有評估的條件後，應依刑法謙抑原則施以相當的刑罰或保安處分
58
。

四、一律加重刑罰的爭議

刑法第 47條所謂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係針對最高度而規定，至於最低度

則無限制，係採原刑加重制度，並限定最多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故法院只要

加重其刑在二分之一的以下的範圍內有自由裁量權。若未加重至二分之一，也

非違法，但法院未有任何加重處斷，僅處以法定最低度之刑，則屬違法
59
。量

刑的輕重屬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惟仍應受公平原則的限制，以

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式的

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倘條件有別，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

度量處，禁止恣意為之
60
。例如犯罪行為人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如果前罪或後罪的殺害行為出於防衛過當，或參與行為成立幫助犯，或嘗

試防止犯罪結果發生，卻是失敗中止，或激於義憤而殺人，或符合自首、自白，

或與被害人和解等，縱使有減輕規定，仍適用累犯或先加重後減輕。然上述情

56、 國內學者對酒駕加重處罰後的數據變化，懷疑不是嚴格的酒駕法令，而是其他因素。李佳玟，
治酒駕用重典－一個實證的考察，月旦法學雜誌，第 223期，2013/12，頁 151。

57、Jescheck/Weigend, aaO., S.891.
58、Jescheck/Weigend, aaO., S.891.
59、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3378號；林山田，同註 29，頁 492。
60、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3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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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一定是「行為人有特別惡性」，因為犯罪的成因很少是單一，累犯一律

加重規定不僅與累犯立法目的自相矛盾，且不管行為人實質上是否具有特別

惡性，僅因為形式上符合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乃對不同的

案件予以相同處理，不僅違反罪責原則，且違反公平原則。

犯罪行為人的品行或人格特徵對罪責程度判斷具有意義的情形是，當

犯罪行為人在犯罪時已顯露對特定法益的負面想法，例如漠視他人健康、過

度追求利益。如果要求本來具有特定人格特質的犯罪行為人應對忠於法律負

高度義務，進而對其犯罪以高度的罪責程度加以非難，乃是違反平等原則，

例如同樣是酒駕，認為只因是職業汽車教練，所以應比律師科以較高的刑

罰
61
。實務判決斟酌公平正義原則曾指出，犯罪行為人前因公共危險案件於

受徒刑執行完畢 5年以內，故意再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為累犯。但後罪

法定刑係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

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

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卻相同，且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

服社會勞動，不可謂不重。如果肇事時間與地點屬人車熙來攘往，甚或有下

車察看，或與被害人成立和解，較之於荒郊野外之場所、四下無人之深夜時

段、不問被害人傷勢，輕忽他人生命、身體安全者，或犯後否認犯行、拒絕

賠償被害人，輕重顯然有別
62
，故也對累犯一律加重其刑存疑。

累犯是在徒刑執行完畢後出於故意再犯，雖然可表示刑罰無法令犯罪

行為人為合乎社會規範行為，對保護法益的內心想法顯示較高的可譴責性，

但並不表示任何一種再犯行為都應有得到較重的處罰。可接受加重處罰的特

別情形是行為人先前的犯罪，一開始即已存有較高的可非難性，因而應受到

較高的非難，例如連續為同種犯罪，或犯罪行為人顯現升高的法敵對意識。

理由是當犯罪行為人當下無視其先前的判決或執行刑罰所帶來的警告與禁

忌，有期徒刑的加重對其才能產生作用
63
。而今刑法第 47條規定累犯一律加

重其刑，而非讓法官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作為刑法第 57條量刑依據之一，

61、Jescheck/Weigend, aaO. , S.889.
62、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2877號。
63、Schäfer /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2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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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公平與平等原則。

近期在量刑理論中有所謂的「承擔平等觀點 (Gedanke der Belastungsgleich-

heit)」，或許值得作為累犯加重其刑規定的省思。承擔平等觀點源自於罰金刑，

也適用於自由刑的裁量，提出罪責相當的刑罰可以因犯罪行為人不同的刑罰敏感

度而有所不同，同樣罪責的刑罰不是應該同等高，而是必須同等重。詳言之，刑

責相當原則不要求同樣罪責在客觀上應科以相同高度的刑罰，而是主觀上應承受

相同程度的刑罰痛苦。於此，德國學者提出兩個明顯不同的概念：刑罰敏感度

（Strafemp�ndlichkeit）與刑罰接受度（Strafempfänglichkeit），前者係指與罪

責相當的刑罰範圍；後者關係特別預防的必要性
64
。德國實務判決亦認為，刑罰

必須是罪責相抵，對於較高的刑罰敏感度科以較低的刑罰，比起科以罪責相當的

刑罰，更能實現罪責相抵的目的
65
。累犯是基於特別預防思想而設，但在特別預

防思想下，應考慮刑罰對犯罪行為人未來的生活會產生何種作用，以避免判決與

執行產生無法預料的副作用，而非僅是加重其刑而已。刑罰對某些人而言無所

謂，但對某些人而言具恐懼效果，犯罪行為人排斥社會化問題與再社會化思想相

較，前者在刑事政策上已經越來越重要。而特別具有刑罰敏感度者通常是對受刑

有心理痛苦者、年紀較大者以及較低生活期待者或身罹疾病者
66
。現行法僅因累

犯而一律加重其刑，縱使如大法官解釋是加重最低本刑，但無視在個案中犯罪行

為人對刑罰敏感度的高低有所不同，從特別預防與刑罰公平觀點而言，其正當性

令人質疑。

五、重刑政策之省思

「治亂世用重典」是對於任何犯罪行為均採用「重典」，此政策在於強調

一般預防理論，在現代刑事政策下不符合刑法謙抑思想以及刑法是法益保護的最

後手段。國內有研究者指出，犯罪行為人於犯罪後如能將之迅速予以逮捕、起訴

乃至於判刑執行，而不會在刑事司法體系流程中延宕未決，將可以有效提升犯罪

嚇阻效能。刑事司法體系的每個環節環環相扣，警察、檢察官、法院及矯正系

64、此為德國學者 Henkel所提出，參見 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37.
65、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37.
66、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40f.

30



1
特 稿

統彼此間具有緊密的關係，前一階段的作為往往對於後一階段會有深遠的影

響，重刑政策具嚇阻效能實是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
67
。累犯加重刑罰是

基於特別預防理論，報應刑法在上個世紀已逐漸被揚棄，特別預防思想亦逐

漸式微與受到質疑，至今刑法被認為僅是、首要是保護法益，此任務幾乎無

疑義。德國近幾十年的刑法改革討論重點集中在有效的保護法益、對犯罪科

以相當、合理的刑罰以及在刑事政策上，如何建立現代防範再犯的有效處罰

機制等議題，同時強調法規範面對法益侵害也必須嚴厲執行，讓刑罰威嚇在

特定情形中實現人民對法律的信賴，並在有利評估下執行刑罰，此論點與上

述實證結果一致肯定有效地落實刑事司法體系運作，才具有嚇阻功能
68
。

刑罰目的不在於對罪責的相抵，而是證明刑法預防性保護任務的實現

及刑罰屬必要的手段。至於個別化原則不是為了影響無法或難以社會化的

犯罪行為人，亦即刑罰不應企圖透過判決與有益的刑罰執行達到再社會化目

的，反而應該避免受判決的人產生無法預料到的副作用，以及避免刑罰對足

以適應社會的犯罪行為人製造脫離社會規範的危險
69
。刑罰的意義與執行在

保護法益觀點下，只有在以下情形才能同時視為罪責相當的回應與合理：有

效且為了保護法益的重要預防方法且是最後手段。從而導出，不是任何有罪

責的構成要件實現都應該強制科以罪責相當的刑罰，否則將如康德與黑格爾

的報應刑法一樣，視為理所當然。現代盛行的原則是：刑罰不具必要時，可

能是對犯罪行為人有害，應儘可能地放棄之
70
。是以，縱使刑罰符合預防思

想的相當性，也不應該為了一般大眾的安全逾越最高刑度，而要求對犯罪行

為人提高刑期，正確的回應是為了實現此目的而應宣告保安處分。同樣地，

國家也不應該為了影響犯罪行為人而延長比符合罪責相當還長的刑罰，例如

67、 邱明偉，我國刑法重刑政策之犯罪嚇阻效能研究一以民國 95年新修正刑法為例，中正大
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 7月，頁 240以下。

68、 司法院近日公布的「司法輿情現況調查」，僅 38.4%的民眾表示信任法官，而有過半的
56%民眾不信任法官。又依 107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業務統計結果摘要分析統計，近五年
最高法院刑事未結件數為 1969件，顯示積案情形日益嚴重。學者指出司法遲滯正義不
能及時伸張是司法改革的讓民眾滿不滿意的癥結所在。林騰鷂，上梁不正的司法災難，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108/07/10，A14版。

69、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
70、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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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職業訓練而延長刑期
71
。

依一般預防思想，刑罰具有威嚇作用，因為嚴厲的刑罰對於潛在的犯罪人

可抑制其嘗試犯罪或傾向，因此較高的刑罰裁量可以視為正當的刑罰目的。然

而刑罰具有較大意義是，法規範防禦經由人民在法律約束與執行下得以維護與

強化，稱為「整合預防」。整合預防觀點不僅適用於刑罰種類的選擇，也適合

於決定量刑的高低，但不至於成為加重刑罰的促因，因為在具體個案中，法律

規範防禦必須顯示必要性，加重刑罰才能合理化
72
。詳言之，刑罰不應基於對

一般人威嚇的目的逾越刑責相當的範圍而加重，因為國家為了實現此目的，個

人將成為國家刑事政策下的一種方法，侵犯人性尊嚴。在一般預防思想下，高

度的刑罰仍必須遵守以下要件，一為刑罰僅能在罪責相當範圍內為之，不能逾

越罪責相當刑罰的尺度。二為加重刑罰必須適當與必要，即適合實現威嚇功能，

但對於衝突犯罪與減輕刑責的情形中特別不適合。此外，不適合加重其刑的情

形是，立法者已經因為不法內涵較高而提高刑罰的構成要件
73
，例如酒駕行為，

或對特定犯罪科以特別的刑罰，例如販賣毒品。

相對於「治亂世用重典」觀念，在量刑理論中甚至討論基於罪責原則與

預防思想，罪責相當的刑罰是否能低於最低限度。德國實務與多數學者採「空

間理論」，認為只要在刑罰範圍內，所有刑罰都符合罪責相當原則。主要論點

是不管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理由，對犯罪行為人可以科以罪責相當刑罰範圍內

的最大限度，基於特別預防理由，避免犯罪行為人排拒社會化，可以科以刑罰

最小限度，因此法官裁量空間不僅不能逾越最高限度，也不能低於最低限度，

但不能基於一般預防理由而加重刑罰或減輕刑罰
74
。刑罰對犯罪行為人影響的

必要性應屬量刑標準之一
75
，即犯罪行為人對刑罰的敏感度。如果在犯罪行為

人身上加諸的刑罰因為其人格特質因素毫無作用，基於特別預防理由反而應宣

告緩刑或保安處分，例如提高罰金、緩刑附加條件、提高禁戒期間或在刑法中

71、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62.
72、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70.
73、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67.
74、Schäfer/Sander/van Gemmeren, aaO., S.164.
75、我國刑法第 57條量刑標準沒有列入「對犯罪行為人影響的必要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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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對交通過失犯科以禁止駕駛或剝奪駕駛權
76
，以取代加重刑罰。以德國

刑法為例，禁止駕駛屬從刑，可以與自由刑或罰金同時宣告，處罰目的不在

於犯罪行為人不適合駕駛，而是具有壓制的警告刑罰和意念刑罰意涵，具有

教育作用。主要是針對特別預防目的，對象是對交通駕駛或規定顯現散漫與

魯莽的犯罪行為人，令其將來能夠更注意交通規範。其次，禁止駕駛也有積

極一般預防功能，維護與穩定犯罪行為人所違犯的社會生活規範，但不能為

了威嚇潛在的犯罪人而加重刑罰，亦即為了「殺雞儆猴」而逾越不法與罪責

內涵的行為所應科處的刑度。不同的是剝奪駕駛權，屬於一種保安處分，目

的是為了避免未來再發生危險，而對不適合交通駕駛的犯罪行為人剝奪較長

期的駕駛權利，所以是對交通安全的預防性措施，也可以適用於不具罪責的

不法行為。兩者只要犯罪行為與駕駛交通工具有關係者皆可宣告，但互相排

斥
77
。是以，刑法第 185條之 3特別累犯與一般累犯加重刑罰及一律加重規

定在不考慮犯罪行為人對刑罰的敏感度與必要性而加重，不具正當性
78
。

刑法處罰採雙軌制，分別是刑罰與保安處分，在刑罰以外另外有保安

處分的理由：一為刑罰以罪責為基礎，可以約束國家干預權力，而保安處分

可以讓保護國家的需求與受判決人的自由利益間存有適當的平衡；二為在個

案中，犯罪行為人對於一般大眾的危害性，科以罪責刑罰仍有不足或透過刑

罰無法排除危險性時，有必要施以保安處分，例如酒癮或毒癮者的罪責通常

較低，應施以強制治療。因此，保安處分是預防措施，主要任務也是預防犯

罪，出發點在於藉助保安處分讓當事人將來不再犯罪，卻不存有社會倫理的

非難或譴責。保安處分與刑罰的差異不在於目的，而是在界限上加以區別，

保安處分在嚴重程度與期間長短考量的不是罪責程度，而是依比例原則。至

於國家為何得以科以保安處分，其正當性何在？此與刑罰的正當性比較，在

學術上少有論述。有學者認為對犯罪行為人施以保安處分的自由剝奪可從利

益衡量思考，如果與其他人比較，其對一般大眾具有較高可能的危害性時，

76、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 35條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酒駕或吸毒駕駛吊扣駕照一到二年；肇事致
傷者，吊扣駕照二到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駕照並不得再考領。

77、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2017, §44 Rn.2, §69 Rn.2; Jescheck/Weigend, aaO., S.782, 881.
78、 學者指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交通事故是由非酒駕者造成，例如超速或疲勞駕駛或不專心

等因素，認為治酒駕用重典效果可疑且違公平原則，李佳玟，同註 56，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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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的整體利益優於對其個人自由的限制
79
。對刑事政策的犯罪預防思想而言，

與其累犯加重其刑備受質疑，毋寧施以保安處分或另創新型的處分種類，以因

應不同的犯罪行為人。

陸、結論

刑法對累犯者加重其刑，係因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再延長

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對

累犯加重最低本刑認為不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然對累犯加重最重本刑

是否符合罪責原則，並沒有明確解釋。累犯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該解

釋肯定不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而應視情形加

重其刑。此解釋恐怕令刑法第 47條喪失意義與目的，因為累犯只有一律加重，

才有特別規定的必要，否則加重與否，本屬法官量刑標準的「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無須透過大法官解釋。刑法具有壓制與預防功能，對侵害法益行為藉由

懲罰，以維護社會秩序，且犯罪行為人與大眾害怕將來因犯罪遭受損失，而不

敢輕舉妄動，以實現保護法益的任務。刑罰具有消極與積極一般預防功能，對

犯罪行為施加痛苦外，也含有社會倫理的非難與公開審判譴責的意義，目的是

澄清與確認遭違反的法律規範效力，令犯罪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故能

加強一般大眾對法律效力的信賴，並產生威懾效果，讓判刑的人產生將來遵守

規範的動力，並透過自由的限制阻止其繼續犯罪。

絕對理論的立論基礎建立在「正義」之上，「正義」不只是抽象的價值取

向，且對刑罰劃出界限，要求刑罰高低與犯罪輕重必須符合適當關係，故累犯

基於特別預防思想而對後罪加重其刑，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累犯加重其刑規

定是基於特別預防思想，此思想的主要缺失不是立論上的薄弱，而是認為透過

刑罰可以阻止再犯，然此假設性功能在實證研究中尚未有一致的確認，卻可能

因為特別預防目的而讓刑罰無界限。反而依特別預防思想應考慮刑罰對犯罪行

為人未來的生活會產生何種作用，避免判決與執行產生難以預料的副作用，故

對累犯非僅是加重其刑的選項而已。

79、Roxin, aaO., 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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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考慮犯罪預防目的，不應該為了一般大眾的安全而逾越最高刑度，

同樣對本來具有特定人格特質的犯罪行為人要求對忠於法律負高度義務，遂

對其犯罪以高度的罪責程度非難，乃是違反平等原則。「治亂世用重典」

的爭議是過度強調預防理論，不僅嚴重破壞罪責原則，且犧牲公正報應的思

想，導致人民法感情低落，有礙積極促進個人倫理上的覺悟。刑罰與罪責本

應相抵，但每個人的刑罰敏感度與刑罰接受度相異，對較高的刑罰敏感度科

以較低的刑罰，比起科以罪責相當的刑罰，更能實現罪責相抵的目的。現行

刑法處罰採雙軌制，刑罰外的保安處分是讓保護國家的需求與受判決人的自

由利益間存有適當的平衡。科以罪責刑罰不足以或無法排除犯罪行為人的危

險性時，不是僅施以刑罰或加重其刑，反而應處以保安處分。當刑罰目的不

完全基於報應與預防思想，而是著重於強化一般大眾對法律效力的信賴，並

產生威懾效果時，提高刑事偵查能力與追訴效率，以降低犯罪黑數與貫徹刑

罰執行，方能產生一般預防的效果。然而斲傷刑罰目的最嚴重者莫過於政治

干預法律，不僅犯罪預防功能降低，且無公平正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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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著
摘要                                                              李明謹

由於受保護管束人更生復歸不易，復以我國以橫斷性探討犯罪原因的

研究為主，鮮少採縱貫性研究方法來探討犯罪者之再犯情形，為此，本研究

彙整近年來國內外相關犯罪學理論及實證研究，並立基於對成年假釋人回到

社會後受保護管束期間之問卷調查，藉由長達 15年之追蹤，期經由客觀的

實證分析，探求成年假釋人再犯及其風險因子，並擬定預防策略。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國科會於 2000年至 2002年委託陳玉書、林健陽博

士主持「再犯預測：生活壓力、社會控制與社會學習對成人再犯之影響及其

預防對策」專題研究之 2次問卷調查資料，以研究中之假釋受保護管束人共

959人為研究對象，經比對發現計 66人死亡，為避免影響分析結果，爰將

死亡人數扣除，有效樣本為 893人。由於問卷係在假釋人受保護管束期間進

行施測，更能貼近其真實生活，復再結合 2015年底以前之官方犯罪紀錄，

進行為期 15年的縱貫性調查，得以觀察樣本動態的變化。此外，使用 SPSS

統計軟體，採用次數分配、獨立樣本 t檢定、卡方（χ2
）獨立性檢定及二元

Logistic迴歸分析等統計考驗比較。

研究發現：(1)追蹤 15年後，樣本中再犯者 528名，再犯率為 59.1%。

(2)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初犯年齡、過去藥物濫用經驗、自陳偏差及犯

罪經驗、低自我控制、家庭附著與衝突、偏差友儕和遊樂生活型態等，與有

/無再犯有顯著關聯或差異性。(3)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入監服刑次數、

藥物濫用種類、遊樂生活型態及偏差友儕為有 /無再犯之風險因子。最後，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成年犯罪者更生復歸和再犯預防等相關建議。

關鍵字： 成年假釋人、再犯、縱貫性研究

DOI：10.6905/JC.202001_9(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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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g-Ching Lee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rehabilitate with people under custody, and most 
study about the causes of crimes are through cross-sectional method, rarely research 
on the recidivism of the offenders through longitudinal research method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gather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evant criminological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eriod 
of adult parolee after returning to society, through a 15-year follow-up survey and 
objective empi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cidivism of adult parolees and their risks 
factors, then develop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are two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 the prediction 
of recidivism: the impact of life stress,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learning on adult 
recidivism and its preventive measures", the project Chen Yushu, Lin Jianyang, etc.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rom 2000 to 2002. A total of 959 
adult people under custody in the study, 66 were found to have died. The number of 
deaths was deducted to avoid it’s impact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effective sample 
was 893 people. Since the questionnaire was tes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paroles under 
custody, it is closer to theirs real life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official criminal 
record before the end of 2015, a 15-year longitudi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observe 
dynamic changes within these samples. In addition, the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and statistical tests such a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Chi-Squared test of independence,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fter 15 years of follow-up, 528 re-offenders in the 
sample, and the recidivism rate is 59.1%. (2)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age of first 
offense, past drug abuse experience, self-reported delinquent and criminal experience, 
low self-control, family attachment and conflict, deviant peers, and recreational 
lifestyle,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r difference with the recidivism. (3)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number of imprisonment, type of drug abuse, recreational 
lifestyle, and deviant peers are risk factors of recidivism.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prevention recidivism to adult offenders are 
proposed.

Keywords :  adult parolee, recidivism, longitudinal study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Adult Parolees’ Recidivism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DOI：10.6905/JC.202001_9(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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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依法務部統計資料，自 2003年起至 2018年止，假釋出獄人數為

153,802人，撤銷假釋總人數為 26,955人（占 17.5%），其中以 2003年撤

銷 2,246人（占 27.2%）人數最多，比率亦最高；2009年撤銷 1,016人（占

12.2%），比率最低，可知受刑人假釋回到社會後，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

節重大或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的情形，不容忽視（詳圖

1-1），究竟犯罪人假釋回到社會後再犯情形如何？為何有人可中止犯罪而

有人卻再次陷入犯罪？影響渠等犯罪與否的風險因子有哪些？值得吾人深入

研究！

圖 1-1：2003年至 2018年假釋出獄及撤銷情形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近年來，國外對於犯罪理論之演繹逐漸偏向理論整合與縱貫性研究

（Laub＆ Sampson,2003；Thornberry ＆ Krohn,2005），尤其對同一群研

究樣本採長期的追蹤調查，可觀察到犯罪情形及其成因，有助於樣本動態變

化的觀察。目前國內學者及研究人員亦針對不同的議題從事長期追蹤研究

（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1999；張聖照，2007；李國隆，2013；劉士

誠，2014；連鴻榮，2017），惟多數假釋人的追蹤研究係於矯正機關中實

施問卷調查，但真正影響社會復歸適應及再犯的是犯罪人回到社會後之生活

現況，是類研究在臺灣相對稀少。為此，本研究立基於對成年假釋人回到社

39



成
年
假
釋
人
再
犯
及
其
風
險
因
子
之
縱
貫
性
研
究

矯政期刊　第 9卷第 1期 民國 109年 1月

會後受保護管束期間之問卷調查，再藉由長達 15年之追蹤調查，期經由客觀、

有系統的實證分析，瞭解再犯與否及其風險因子的整體形貌，以提出協助順利

復歸社會之良好對策。基上，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蒐集相關理論及研究資料，作為研究設計及實施之基礎。

（二）以量化追蹤研究，探討樣本再犯情形。

（三）以縱貫性研究，探討影響再犯與否之風險因子。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相關部門參考。

貳、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傳統犯罪學理論以靜態研究為主，然近年來縱貫性動態研究異軍突起，發

展犯罪學 (Developmental Theories)逐漸受到重視。由於本研究以縱貫性研究，

觀察一群成年假釋人回到社會裡的生活如何影響再犯與否，爰採用發展犯罪學

理論解釋之。發展犯罪學理論在 1990年代後產生兩種主要理論觀點：潛在特

質論與生命歷程論。前者主張人類行為發展受一穩定特質或主特質所影響，主

特質相當穩定，且終其一生難以改變，並影響個體行為及人生方向。後者則主

張個體犯罪傾向係一動態過程，可能受外來經驗或個人認知影響，進而改變其

人生方向 (Siegel, 2006)。其中 Gottfredson 及 Hirschi於 1990年提出的一般化

犯罪理論堪稱潛在特質論之代表，又 Sampson 及 Laub 於 1993年所提出的「逐

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及其在 2003年的修正理論堪稱生命歷程論中最

重要的經典。但解釋犯罪的發展與變化尚有 Wright, Caspi, Mo�t 及 Silva於

2001年的相互依賴之生命歷程模型，以下彙整國內外再犯及風險因子之相關理

論及文獻。

一、再犯相關理論

(一 )一般化犯罪理論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Gottfredson及 Hirschi（1990）建構本理論係基於「人皆有追求快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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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痛苦的自利行為」的人性基本假設，將古典犯罪理論重心 --「行為」和實

證犯罪理論重心 --「人」作了區分：前者以「犯罪」(crime)為事件代表，犯

罪通常無需太多準備、技術、計畫和工作，多屬輕微事件，有地緣關係，並

無專門化趨向，且提供立即享樂之結果；後者以「犯罪性」(criminality)為

個人基本特性代表，指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犯罪性（犯罪傾向），犯罪是犯

罪機會與有犯罪傾向的人聚合的產物，理論重心在於哪些人較有可能犯罪，

缺少自我控制者較易犯罪或有類似偏差的行為，理論也指出「一個人的傾向

是不易改變的，自我控制的層次（level）一旦建立，終其一生都相當穩定。

Gottfredson及 Hirschi承認犯罪持續／中止的變化，認為個體的犯罪

行為在不同生命階段確有不同，只是不同個體在不同的生命時期其犯罪傾向

差別仍相對穩定，主張人生事件應是自我控制的一個作用。在解釋犯罪持續

與變化方面，其認為不論時間、地點及犯罪類型，年齡與犯罪關係均只呈現

單一型態，即犯罪在青少年中期達到高峰而後逐漸下降，且年齡是影響中止

犯罪的一項重要因素，因犯罪行為在相當程度上係受犯罪機會的限制，而犯

罪機會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減少，如身體老化、結構性的日常活動增

加等，但其犯罪性或自我控制能力在個體彼此間仍是相對不變的。一般化犯

罪理論得以如圖 2-1所示：

自我控制

年齡效應

自我選擇社會機構

問題行為

犯罪及偏差

人生事件

社會控制
◎  家庭
◎  學校

犯罪持續
／中止

問題行為

圖 2-1：Gottfredson及 Hirschi之一般化犯罪理論對中止／持續解釋

資料來源：許春金，20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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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heory）

本理論資料來源係 Sampson及 Laub就 Glueck夫婦 1950年的調查重新

整理、分析及歸納，認為：「當個人與社會間連結的鍵弱化時，即有可能犯罪。」

並聚焦於生命歷程中社會鍵形式的變化，當人從生命的一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

時，社會鍵的變化會帶來不同的個人和心理資源，社會鍵愈強，個人犯罪代價

就愈高，犯罪可能性愈低。又非正式社會控制存在於整個生命歷程，控制的本

質是逐級年齡的，隨著個人的生命歷程階段而變化（Cullen & Agnew, 2006）。

其後 Sampson及 Laub持續追蹤原有的 500位犯罪組至 70歲，擴充理論

內容，解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持續或中止犯罪的原因，並解釋有相似起始點的

人，卻有不同生命史的原因，提出犯罪中止與持續的理論，犯罪中止的理論也

是犯罪持續的理論。中止犯罪轉折點包括婚姻／配偶、軍隊服役、矯正學校、

鄰里的改變，能創造新的情境產生以下機制：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提供監督，

及社會支持和成長的機會；改變日常活動的結構或型態；提供自我認同的改變。

中止犯罪是上述四個機制的產物，而持續犯罪者除缺乏以上機制外，最大的特

徵為個人缺乏意志力以抗拒犯罪誘惑；其次為酒精或毒品的長期濫用。

修正理論補充社會鍵與年齡及生命經驗，年齡增加，社會資本增加，犯罪

代價高，結構性的日常活動會影響社會控制，進而約制犯罪。另提出個人意志，

每個人均有改變個人生活的理性與動力，並以「情境選擇」(situational choice)

稱之，問題的人生透過生命歷程發展，可能持續，也可能轉變。其理論如圖 2-2

所示。

不同人生階段不同形式之社會控制
-家庭、學校、就業、婚姻、服役

人生事件
婚姻、工作、軍隊、矯正機關、鄰里改變

結構化之日常活動

個人意志

結構變項
-社經地位
-家庭人口數
-家庭變故

犯罪及偏差
行為之中止
或持續

情境選擇兒童時期之
反社會行為

問題行為
-酗酒
-精神疾患
-意外事件

圖 2-2：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犯罪中止 /持續理論圖

資料來源：許春金，2010:2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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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互依賴之生命歷程模型 (A life-course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Wright, Caspi, Mo�t 及 Silva（2001）綜合犯罪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理論

概念，結合犯罪傾向與社會關係對於犯罪的影響，說明經由犯罪傾向的作

用影響先前的社會鍵對於犯罪的影響，並以阻斷犯罪的社會鍵（如學校、

工作、家庭與同儕）與促使犯罪的反社會鍵（如偏差同儕）與犯罪傾向間

的關係，說明何以犯罪會發生、持續與中止。模型先將犯罪傾向與社會關係

（含社會鍵與反社會鍵）間加以連結，認犯罪性格傾向以低自我控制最為關

鍵，又社會關係亦可解釋犯罪，例如教育、工作、家庭關係、朋友及偏差

友伴。Wright等人認為經過時間因素，反社會心理性格傾向會破壞先前強

烈的社會關係造成犯罪。生命歷程相互影響的兩項重點，其一是先前阻斷

犯罪的社會鍵，如教育，可阻斷有犯罪傾向的個體，稱為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其二是促使犯罪的反社會鍵，如偏差同儕，促使犯罪發生的

社會擴大 (social ampli�cation)的影響。

Wright等人指出每個人的犯罪傾向都應被視為一種動態的過程，積極

的生活經驗可能會幫助犯罪人停止犯罪一段時間，但負面的生活經驗卻可能

導致犯罪人再繼續犯罪。儘管大部分的成年犯罪者在童年階段便開始犯罪，

但日後的不同生命階段所經歷的不同事件，無論是家庭、友伴、婚姻或就業

將會影響其犯罪行為的本質及頻率，而幫助其在日後放棄或持續犯罪。其理

論如圖 2-3所示。

圖 2-3：犯罪傾向、社會鍵與犯罪

資料來源：Wright et al., 2001:325

先前的社會鍵
學校、工作、家庭、朋友

犯罪
犯罪傾向
低自我控制

反社會鍵
偏差同儕

(4)-
(6)-

(1)+

(7)+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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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犯風險因子

(一 )個人基本特性

1、性別

性別是觀察犯罪行為的重要變項，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男性犯罪行為明顯

多於女性，男性再犯率亦比女性高，性別是影響再犯與否的重要因子之一。相

關研究如 Clarke, Yuan-huei 及Wallace（1988）研究發現性別對於 18歲以上之

全般犯罪具有影響力。性別（女性）亦對延長保護管束期間具有預測力。Sims

及 Jones（1997）發現性別對保護管束成敗具顯著預測力，女性較男性而言，

保護管束成功率較高。Trulson, Marquart, Mullings 及 Caeti（2005）研究發現

性別係整體樣本再犯最具顯著性之因子之一，男性再犯率高。許春金（2006）

指出依過去的官方統計資料均可發現男性較女性有較多的犯罪及非法行為產

生。盧怡君 (2011)研究發現：(1)男性再犯樣本有 223名，再犯率 29.3%；女性

有 34名，再犯率 18.4%。男性的再犯率明顯高於女性，男性受刑人假釋出監後

之再犯危險性較女性為高；(2)男性樣本的 5.26%解釋了 35.89%的再犯次數，

女性樣本的 1.08%解釋了 13.3%的再犯次數，顯示了男 /女假釋出獄人的再犯

集中趨勢。

2、年齡

國內外對於年齡與犯罪之研究發現，年齡與犯罪呈現負相關，隨著年齡增

加，犯罪率愈低，年齡對於再犯與否確實具影響力。又初犯年齡越低者，未來

持續再犯之傾向越嚴重。相關研究如 Laub及 Sampson（2003）發現年齡與犯

罪具重要關係，愈早犯罪者，將來的犯行愈多、愈嚴重，但在犯罪達高峰期（約

15-16歲）後，犯罪頻率和嚴重性隨著年齡下降。Beck及 Shipley(1989)縱貫性

調查發現，對於出獄受刑人於 3年內再次被逮捕具有預測力之因子，包含被釋

放時之年齡以及第一次被逮捕年齡。陳玉書、鍾志宏（2004）研究發現不論是

長刑期組或短刑期組，再犯組對於無再犯組均有初犯年齡較早之特徵。Trulson, 

Marquart, Mullings及 Caeti（2005）研究發現初犯年齡較早是整體樣本再犯影

響顯著之因子，亦是預測男性樣本重罪再犯之顯著因子。劉士誠 (2014)發現年

齡與持續犯罪次數成負相關，隨著年齡層越長，持續犯罪率亦隨之遞減，當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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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紀越輕，越容易持續犯罪、持續犯罪之次數越多；當樣本初次受判決之

年齡越低，越容易持續犯罪、持續犯罪之次數越多。

3、教育程度

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犯罪人之教育程度，影響其未來是否再犯或保護管

束之成敗，教育程度越高者，將來再犯之可能性越低，教育程度亦是影響再

犯與否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 Sims及 Jones（1997）研究發現教育

程度對保護管束成敗具顯著影響力，教育程度越高者，保護管束越不容易失

敗。簡惠霠（2001）研究發現教育程度為預測成年受保護管束人再犯之最佳

因子，教育程度較高者，愈不易再犯。美國印地安那矯治局經由 5年追蹤釋

放受刑人發現，教育與就業是減少受刑人再犯的重要因素，同時社區釋放支

持服務也是減少再犯的關鍵因素 (Berg & Huebner, 2011)。黃春美（2010）

發現受戒治人出所後再次施用毒品之機率與教育程度有關，教育程度高者較

不易再犯。李清智 (2014)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低者，其再犯風險越高。

4、低自我控制

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犯罪人的自我控制會影響再犯與否，低自我控制

傾向越高者，未來再犯情形越嚴重，低自我控制傾向亦是影響再犯的重要因

子之一。相關研究如Mo�tt、Caspi、Wright 及 Silva（1999）研究發現孩童

時期的低自我控制會影響到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且能預測成年時期的犯

罪行為。Benda（2003）追蹤研究發現無論是 10歲前或 10歲後才開始展開

犯罪生涯，自我控制都是累犯的重要預測變項。在這兩組中，自我控制的影

響超越了許多與犯罪相關的已知變項，包括偏差友伴、家庭依附、被虐經驗、

挫折與一般性壓力、違反武器、藥物規定之經驗等。DeLisi及Vaughn（2008）

研究發現持續犯罪者較非持續犯罪者有較為顯著的低度自我控制；而低自我

控制對持續犯罪者的預測，其強度更勝於年齡、人種、種族、性別、社經地

位、精神疾病、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以及創傷經驗等變項。李國隆 (2013）

研究發現影響犯罪持續的原因為自我控制程度低，樣本認為自己意志力不

夠、自制力差，以至於持續在犯罪生涯中無法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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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期犯罪 /偏差經驗

1、犯罪或偏差經驗

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犯罪人之前科經驗係影響未來再犯之重要因子，具前

科紀錄者或前科紀錄越多者，其再犯可能性較高，故犯罪前科經驗亦是影響再

犯與否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法務部 (1990)縱貫性研究發現，過去判刑、

服刑或遭警方逮捕次數越多之出獄人組，再犯率越高。Sims及 Jones（1997）

研究發現有罪前科紀錄、曾受保護管束紀錄對保護管束成敗具顯著影響力。

Williams等（2000）研究發現曾被逮捕紀錄、重罪前科紀錄乃預測假釋逃逸最

具顯著影響因子之一。Obschonka等人（2013）縱貫研究結果發現前科紀錄越

多者，是持續犯罪的高風險群。簡惠霠（2001）研究發現交付保護管束原因、

早期犯罪經驗、目前藥物濫用經驗等，為預測成年受保護管束人再犯之最佳因

子。連鴻榮 (2017)研究發現在入監前犯罪經驗部分，包括前科紀錄 (含竊盜有

無、搶奪有無、恐嚇有無、槍砲有無、毒品有無等 )、犯罪類型、自陳偏差等因

子，與再犯狀況具顯著差異及關聯性。

2、藥物濫用經驗

國內外研究發現，藥物濫用者，未來再犯可能性較高，持續犯罪之次數越

嚴重，顯示藥物濫用經驗亦是影響再犯與否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 Sims

及 Jones（1997）研究發現藥物濫用情形對保護管束成敗具顯著預測力，濫用

情形越嚴重者，保護管束越容易失敗。簡惠霠（2001）研究顯示昔日濫用藥物

種數愈多之受保護管束人，再犯可能性愈大。Benda（2001）研究結果發現有

再犯者顯較其他兩類受刑人具有犯罪及藥物濫用早發性傾向。許春金、陳玉書

等（2007）研究結果發現毒品使用是導致持續犯罪的重要因素。劉士誠 (2014)

發現當樣本曾有毒品前科，越容易持續犯罪、存活時距越短、持續犯罪之次數

越多，持續犯罪類型也較可能為毒品相關犯罪。

(三 )非正式社會控制 --家庭附著

國內外研究顯示犯罪人家庭關係或附著情形對於再犯具有影響力，家庭附

著程度越低者，未來再犯可能性較高，持續犯罪之情形越嚴重，顯示家庭附著

程度亦是影響再犯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莊耀嘉（1993）研究發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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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淡薄與出獄人再犯較有關聯。陳玉書、洪宏榮（2003）研究發現與其他

家庭成員關係較為不密切、翹家經驗發生的年齡愈早、翹家原因愈嚴重且翹

家後從事的行為愈嚴重者，較易成為再犯者。Thornberry及 Krohn(2005)指

出親職的欠缺（如：缺乏監控、低情感連繫、不一致的管教、體罰等）會影

響犯罪；另認為犯罪的中止，係由於改變了社會影響因素（如強烈的家庭鍵

結）、正向因素（如高智商與高學業成就）、與干預計劃。Ou及 Reynolds

（2010）調查得知負面的家庭環境可以預測個體的偏差行為。許詩潔（2012）

研究顯示家庭關係可透過壓力因應中介變項影響再犯情形。

(四 )生活型態

1、遊樂生活型態

國內外研究顯示遊樂生活型態將影響再犯，涉入遊樂生活型態越深者，

未來再犯之可能性較高，持續犯罪之情形亦越嚴重，顯示犯罪人遊樂生活型

態亦是影響再犯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 Sampson及 Laub(2003)強調，

日常活動所提供的機會因素可能會誘使個體犯罪或遠離犯罪，傳統且具有非

正式社會控制的家庭和職業活動可產生約制力，而提高中止犯罪的可能性，

但失序或遊樂的生活型態，易使人脫離控制和持續犯罪。黃曉芬（2006）研

究發現在生活型態方面，中止犯罪者有較正向的轉變，持續犯罪者則仍維持

原遊樂型生活型態之樣貌。李國隆 (2013）研究發現影響犯罪中止的原因，

受訪者皆有改變其日常結構或型態的調整，中止犯樣本的日常活動模式，也

顯示出一種規律，以及避開風險較高的活動，或是朝正當興趣發展，還有循

正當方式賺錢。這樣的模式，便會少掉很多犯罪誘因的影響。劉士誠 (2014)

發現當樣本涉入遊樂生活型態越深，越容易持續犯罪、存活時距越短、持續

犯罪之次數越多，持續犯罪類型也較遊樂生活型態少者有所不同。

2、偏差友儕

國內外研究顯示犯罪人偏差友儕交往情形影響再犯與否，偏差友儕交

往情形越嚴重者，未來再犯之可能性較高，持續犯罪之情形亦越嚴重，顯示

犯罪人之偏差友儕亦是影響再犯的重要因子之一。相關研究如Warr（1998）

研究證實犯罪與接觸偏差同儕的相關性，認為偏差同儕是中止犯罪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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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Warr進一步地解釋同儕關係的社會心理機制，包括：被嘲笑的害怕、忠

心、地位、群體行為機制、道德規範機制、偏差機會的一致、保護與提供。因

此，認為犯罪的原則性近因是「同儕影響」，社會解組、微弱的社會鍵等原因

只是其他可能的中介機制（Akers, 2003）。Benda（2001）研究結果發現有再

犯者顯較其他兩類受刑人與偏差友伴有較密切之連結且受其影響較深。張聖照

（2007）研究發現個人早期犯罪經驗、偏差友伴等變項對於樣本再犯具最強之

解釋力。李國隆 (2013）研究發現影響犯罪中止的原因之一為斷絕與過去不良

友伴的關係。有來自家人的阻止與勸導，也有與偏差友伴保持距離，不再親近，

也有乾脆離開原本環境的。另影響犯罪持續的原因為偏差友伴，偏差友伴確實

影響了持續犯樣本的犯罪生涯，受偏差友伴影響的樣本，多是因為偏差友伴的

持續影響，而使其陷入犯罪生涯中無法自拔。

基上，本研究在可能影響成年假釋人再犯的因素中，綜觀相關理論及國內

外實證研究，歸納整理共通成因，包括個人基本特性、早期犯罪經驗、非正式

社會控制及生活型態等，試圖以多因性變項來進行多元化整合理論之驗證，並

綜合「一般化犯罪理論」、「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及「相互依賴之

生命歷程模型」相關論點，期能相輔相成解釋成年假釋人之再犯與否，並使本

研究趨於完善。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為瞭解成年假釋人再犯及其風險因子，進而提出政策建議，爰藉由實證研

究所累積之經驗與成果，及前述犯罪學理論概念，綜合討論個人基本特性、早

期犯罪經驗、早期生活經驗、生活型態等變項，對於再犯與否之影響，形成本

研究之概念架構如圖 3-1所示。另根據概念架構內涵，本研究最想要驗證之研

究假設即為：個人基本特性、早期犯罪經驗、早期生活經驗以及生活型態，對

於成年假釋人再犯與否具有顯著影響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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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縱貫性研究取向，為釐清自變項與依變項在時間上之先後關

係，採取為期 15年之縱貫性調查。首先，以 2000年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

署之受保護管束人為研究母群體，從中抽樣進行第 1階段之問卷調查，重點

在於個人基本特性及再犯風險因子之測量；接著在 2002年追蹤樣本生活狀

況，進行第 2階段之問卷調查，調查重點為中介變項，亦是再犯風險因子之

測量；最後於2015年底對樣本進行第三階段之追蹤，此期間重點則為依變項：

樣本犯罪紀錄之蒐集。爰此，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係蒐集與研究有關之國內外期刊文章、學術著作、論文、研

究報告和網路資料等，加以整理、歸納與分析、並探討各種變項間之關係，

提出概念架構，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是以，本研究係藉由相關的研究文獻，

圖 3-1：本研究之概念架構圖

第 1次調查資料
（2000年）

第 2次調查資料
（2002年）

2015年犯罪資料
（2015年）

個人基本特性
1.性別
2.年齡
3.教育程度
4.低自我控制

早期生活經驗
1.家庭附著 /衝突
2.偏差友儕

生活型態
1.遊樂生活型態
2.自陳偏差及犯罪

早期犯罪經驗
1.初犯年齡
2.犯罪經驗
3.藥物濫用 

再犯情形
●有 /無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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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問題與擬定假設，界定欲進行研究的範圍與相關概念之定義，並藉著研讀

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歸納，以較適當的概念來解釋相關研究結果。

(二 )調查研究法

本研究為固定樣本研究法（panel studies），係縱貫性調查之一，指於長

時間針對同一主題、來自同一母群體的同一群樣本，進行長期觀察；並於不同

時間內，針對同一組樣本做多次測量研究。研究樣本的蒐集過程，主要以陳玉

書、林健陽博士等人受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再犯預測：生活壓力、社會控制與

社會學習對成人再犯之影響及其預防對策」專題研究計畫中的成年假釋人為研

究對象，並做縱貫性之調查研究；研究中之資料蒐集工具，係經由相關文獻、

理論的探討與實務經驗體會，編製成『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予以適當測量，在

經過預試及修正編定完稿後，對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與項目分析。

(三 )現有官方資料調查法

本研究採非介入性現有官方資料分析法，由於對於成年假釋人再犯與否的

定義係以官方資料為主，故使用官方犯罪紀錄從事研究。此部分資料來源為陳

玉書、許春金博士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補助所進行之「成年假釋人社會適應與

再犯影響因素之縱貫性研究」專題研究所蒐集之再犯資料，以及法務部建置之

「全國刑案資料庫系統」，獲得樣本於上開專題研究調查後 15年，是否曾涉案

被各地方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判刑確定之犯罪紀錄，調查所得資料為進行再犯

與否分析之依變項。調查資料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

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得為特定目的

外之利用；因此，先函請法務部同意提供研究樣本之再犯資料，並在資訊處及

矯正署協助下，分別於 2010年底和 2015年底蒐集研究所需之官方資料。又各

項調查資料彙整後，將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變數刪除，分析資料檔僅存與研究

相關之變數，分析結果亦僅呈現整體趨勢及變數間之關係，以保護個人隱私。

本次研究亦恪守基本研究倫理，進行資料之研究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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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及其特性分析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別在 2000年、2002年進行 2次資料蒐集，以此 2次問卷調

查中之主要測量概念及問卷資料為基礎，再輔以 2015年底之官方犯罪紀錄，

其分析對象係以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管轄範圍中之成年受保護管束人共

3,312名為調查範圍，因該署保護管束案件係依據 5個觀護區隨機分案予所

轄 17股，故採用多階層分層隨機抽樣法，由各股隨機抽取約 70名之受保護

管束人進行施測，共計抽得 1,150人，並將問卷委請各股觀護人於約談受保

護管束人時進行施測，共回收 1,121份問卷，回收樣本之戶籍分佈結構與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保護管束案件區域分佈一致（簡惠霠，2001）。又

研究於 2000年底前實施第 1次問卷調查，計完成樣本 1,102人（回收率為

98.31%），其中成年假釋人共 959人（占 87.02%），再扣除截至 2015年

底死亡人數 66人，有效樣本數為 893人；復於 2002年實施第 2次問卷調

查，計完成樣本 702人（回收率為 63.70%），其中成年假釋人共 635人（占

90.46%），扣除截至 2015年底死亡人數共 35人，有效樣本數為 600人，

未回收主因在於樣本生活變動性大，資料蒐集困難。又比對調查截至 2015

年底之犯罪資料時，發現樣本死亡人數共 66人，為避免影響分析結果，爰

將死亡人數扣除，故本研究獲得之有效樣本數為 893人（詳表 3-1）。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計

2000年
第 1次問卷調查人數 775 118 893

第 1次問卷調查比率 86.8% 13.2% 100%

2002年

第 2次問卷調查人數 522 78 600

第 2次問卷調查比率 87.0% 13.0% 100%

占第 1次有效樣本之比率 67.35% 66.10% 67.19%

2015年
犯罪資料調查人數 775 118 893

犯罪資料調查比率 86.8% 13.2% 100%

表 3-1：有效樣本性別及回收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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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樣本人口特性分析

本研究樣本 2000年之人口特性分述如下，詳如表 3-2所示：

1、性別： 樣本以男性 775人（占 86.8%）為主，女性有 118人（占 13.2%）。

顯示樣本以男性占絕大比率。

2、年齡： 樣本年齡分佈以 31 歲至 40 歲者所占比率最高（407 人；占

45.6%），其次為 21歲至 30歲者（232人；占 26.0%），再其次為

41歲至50歲者（217人；占24.3%），51歲以上者僅34人（占3.8%），

最後是 18歲至 20歲（3人，占 0.3%）。顯示樣本以青壯年人口占

大多數。

3、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最多的是國 /初中肄 /畢業，有 401人（占 45.3%），

其次是高中 /職肄 /畢業，有 293人（占 33.1%），此二種學歷

程度之假釋人最多，已占全數的 78.4%。顯示樣本之教育程度多

集中於國、高中；另值得注意的是國小以下教育程度的成年假釋

人尚有 144人（占 16.3%）。

人口特性
調查樣本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N=893）

男性 775 86.8%

女性 118 13.2%

年齡

（N=893）

18-20歲 3 0.3%

21-30歲 232 26.0%

31-40歲 407 45.6%

41-50歲 217 24.3%

51歲以上 34 3.8%

教育程度

（N=886）

國小 (肄 )畢業（含不識字） 144 16.3%

國 (初 )中 (肄 )畢業 401 45.3%

高 (職 )中 (肄 )畢業 293 33.1%

專科以上 (肄 )畢業 48 5.4%

表 3-2：2000年樣本人口特性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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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概念測量及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工具測量概念包括：（1）個人基本特性；（2）早期犯罪經驗；

（3）早期生活經驗；（4）生活型態；（5）再犯情形等 5個面向。除類別

尺度變數（如性別）與順序尺度變數（如教育程度）外，各概念測量量表的

信度係以 Cronbach's α係數作為考驗方法；為提高問卷能測量到理論或文

獻上的構念或特質，效度則採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針對問項進

行檢驗，淘汰與理論或文獻概念相左的題目，使各分量表的建構效度可獲得

最大支持。

（一）類別 /順序尺度變數：

本研究類別 /順序尺度變數，包含個人基本特性：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係在問卷中詢問實際資料測量所得。早期犯罪經驗：包括初犯年齡、判

決有罪紀錄、入監服刑次數、藥物濫用種類 (含依賴與否 )及頻率等 5項，

其中藥物濫用包含樣本選擇曾使用之藥物種類的多寡與依賴與否，以及濫用

頻率等題目，得分越高，表示樣本藥物濫用情形愈嚴重。自陳偏差行為：包

括較常涉及的非行共計 7題，為 6選 1式的題目，得分愈高，表示偏差行為

愈嚴重；自陳犯罪行為：包括較常涉及的犯罪行為共計 5題，為 6選 1式的

題目，得分愈高，表示自陳犯罪行為愈嚴重 (詳表 3-3)。

表 3-3：個人基本特性、早期犯罪經驗及生活型態測量內容

概念 變項名稱 測量內容

個人基

本特性

性別 1.男。2.女。

年齡 出生日期：出生年、月、日（據以計算實際年齡）。

教育程度

1.不識字。2.國小肄業。3.國小畢業。4.國（初）中肄業。5.國
（初）中畢業。6.高（職）中肄業。7.高（職）中畢業。8.專
科肄業。9.專科畢業。10.大學肄業。11.大學畢業。12.研
究所以上。

早期犯

罪經驗

初 犯 年 齡 第 1次被法院判決有罪之實際年齡。

判決有罪紀錄 1. 1次。2. 2次。3. 3次。4. 4次。5. 5次以上 (含 5次 )。

入監服刑紀錄 1. 1次。2. 2次。3. 3次。4. 4次。5. 5次以上。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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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概念之測量與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具抽象概念之變項，其內涵及信效度之測量，經運用統計分析後彙

整如表 3-4，顯示各分量表之測量有相當之內部一致性，且能有效測量各概念

之特性。

概念 變項名稱 測量內容

早期犯

罪經驗

藥物濫用種類

問項 :1.安眠藥。2.鎮靜劑。3.強力膠。4.FM2。5.紅中。
6.青發。7.白板。8.大麻。9.安非他命。10.迷幻藥 (LSD)。
11.速賜康。12.鴉片。13.海洛因。14.嗎啡。15.古柯鹼。
16.快克。17.快樂丸。18.不曾用過。
測量內容：是否依賴上述藥物 1.是。2.否。

藥物濫用情形

1.每天 2次以上。2.幾乎每天 1次。3.2∼ 3天 1次。4.4~6
天 1次。5.1星期 1次。6.2星期 1次。7.3星期 1次。8.1個
月 1次。9.數個月 1次。 

生活

型態

自陳偏差行為

問項：1.賭博。2.無照駕駛。3.打色情電話。4.在公共場所
大聲喊叫或行為粗暴。5.和配偶以外之異性發生性關係。6.因
交通違規被開罰單或吊銷駕照。7.飆車。
測量內容：1. 5次以上。2. 4次。3. 3次。4. 2次。5.1次。6. 
0次。

自陳犯罪行為

問項 :1.未經他人允許而拿走他人的錢財或物品。2.在他人
房子、建築物或車子縱火。3.徒手或以武器傷害他人。4.故
意破壞他人之汽、機車。5.曾經被逮捕、羈押或判刑。
測量內容：1. 5次以上。2. 4次。3.3次 4.2次。5.1次。6. 0次。

概念 測量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可解釋之

總變異量
Cronbach's α係數

低自我控制

分量表

衡量受試者生活經驗與性

格特質中低自我控制之傾

向。在此分量表上得分愈高

者，代表低自我控制傾向愈

強烈，共 18題。

.482至 .695

5.698
31.655% .869

家庭附著

分量表

衡量受試者與家人互動的

頻率與感受，本人對家庭生

活之感覺、與家人相處情

形。在此分量表得分越高

者，代表家庭附著程度越

高，共 9題。

.619至 .757

4.142
46.027% .850

表 3-4：主要概念之測量與信效度分析

54



2
學術論著

（三） 依變項：有 /無再犯，以樣本截至 2015年底止，官方系統之犯罪紀

錄為基準，並以犯罪行為被判決確定為定義（詳表 3-5）。

表 3-5：依變項測量內容

概念 測量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可解釋之

總變異量
Cronbach's α係數

家庭衝突

分量表

衡量受試者與家人相處情

形、家人對本人之態度。在

此分量表得分愈高者，代表

家人間衝突愈大，附著程度

越低，共 4題。

.666至 .773

2.000
49.993% .663

偏差友儕

分量表

衡量受試者同儕友伴涉及

犯罪或非行之情形。在此分

量表得分愈高者，代表偏差

友儕對個人之負面影響愈

大，共 7題。

.545至 .748

2.802
40.022% .740

遊樂生活型

態分量表

衡量受試者從事遊樂生活

型態之頻率。在此分量表得

分越高者，代表遊樂生活型

態程度越高，共 10題。

.528至 .686

3.634
36.343% .788

依變項 測量內容

有 /無再犯 0.無判決確定。1.有判決確定。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運用 SPSS18.0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與分析：

（一）次數分配：針對不同類型之樣本，在各類別變項上之次數分佈等。

（二） 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係數檢定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凡係

數愈高者，表示該分量表各題目之性質與整個分量表趨於一致。

（三） 效度分析：運用因素分析將各分量表之問項進行資料縮減，以符合測

量概念，並以直交轉軸之最大變異法（Varimax Rotation）抽取因素

負荷量較大的題目組成分量表，以檢驗提高各分量表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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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用以考驗自變數為二分類別變數，在依變數

為連續之平均數差異是否達到顯著。

（五） 卡方（χ²）獨立性檢定（Chi-square test）：檢定兩個間斷變項間相關

情形，間斷變項即非連續變項，包括類別變項 (Nominal Variables)或次

序變項 (Ordinal Variables )等，用以檢驗兩個類別變項或次序變項間之

相關情形。

（六） 二元 Logistic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依變項為間

斷變項且為二分名義變項（如有 /無再犯），欲驗證各風險因子與其之

因果關係，便須改以二元 Logistic迴歸分析加以檢驗，進而篩選出最具

影響力之因子。其中之Wald值可顯示各預測因子之相對重要性與顯著

程度。在本研究中即採用此法，以探討各風險因子對有 /無再犯之影響。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再犯情形

本研究原追蹤調查 959名成年假釋人之再犯情形，惟經比對截至 2015年

底共有 66名死亡，為避免影響分析結果，爰將死亡人數扣除，故實際樣本數為

893名，經追蹤樣本有無因犯罪受到刑事判決確定之紀錄，結果發現截至 2015

年底，有再犯紀錄者計 528名，無再犯紀錄者計 365名，再犯率為 59.1%（詳

表 4-1、圖 4-1）。

表 4-1：樣本再犯情形分析

項目 再犯 未再犯 總計

人數 528 365 893

百分比 59.1%（再犯率 ª） 40.9% 100.0%

a.再犯率＝樣本再犯人數 /樣本總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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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基本特性等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分析

關於性別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由表 4-2可發現，528名再犯樣本中，

男性有 491名，占 63.4%；女性有 37名，占 31.4%。又 365名非再犯樣

本中，男性有 284名，占 36.6%；女性有 81名，占 68.6%。男性的再犯率

明顯高於女性，與一般犯罪現況結果相符，另經卡方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

（χ²=43.389***），顯示成年假釋人之性別與有 /無再犯具有顯著關聯性存

在，男性再犯率明顯高於女性。

關於年齡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由表 4-2可發現，再犯樣本以 30歲以

下者再犯率居首（156人；再犯率 66.4%），31歲至 40歲者次之（253人；

再犯率 62.2%），且隨著年齡層越長，再犯率隨之遞減。另經卡方檢定結果

達顯著水準（χ²=26.201***），顯示有 /無再犯之成年假釋人於年齡上有顯

著關聯性存在，顯然成年假釋人再度觸法，以年輕人的比率較高，年齡愈高

者，再犯比率將愈低。

關於教育程度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由表 4-2可發現，528名再犯

樣本中，以教育程度為國初中畢 /肄業者最高，人數亦居冠（264人，占

65.8%），其次為國小畢 /肄業者（83人，占 57.6%）。又 365名非再犯樣

本中，以專科以上畢 /肄業者比率居高（30人，占 62.5%），其次則為高

(職 )中畢 /肄業者（135人，占 46.1%）。另經卡方檢定結果亦達顯著水準

（χ²=20.152***），顯示成年假釋人教育程度與有 /無再犯間確有顯著差異

圖 4-1：樣本再犯情形

再犯情形

再犯

再犯 ,   528,
59.1%

未再犯 ,   365,
40.9%

未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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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且教育程度越高者，越不容易再犯。

關於初犯年齡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由表 4-2發現，再犯樣本以初犯年齡

未滿 18歲者再犯率居首（62人，再犯率 75.6%），21-30歲者次之（238人；

再犯率 63.0%），隨著初犯年齡越長，再犯率隨之遞減。未再犯者以 41歲以上

者居首（42人，占 65.6%），其次則為 31-40歲者（97人，占 50.3%）。另經

卡方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χ²=35.609***），顯示有 /無再犯於初犯年齡間有

顯著關聯性存在，再犯情形集中於初犯年齡較年輕者。

表 4-2：個人基本特性等與再犯現象之關聯性

變項
有無再犯

χ²；Sig.；df
無 再 犯 有 再 犯 總   計

性別

男性（%） 284（36.6%） 491（63.4%） 775（100.0%）
43.389***

df=1女性（%） 81（68.6%） 37（31.4%） 118（100.0%）

總計（%） 365（40.9%） 528（59.1%） 893（100.0%）

年齡

分組

30歲以下（%） 79（33.6%） 156（66.4%） 235（100%）

26.201***
df=3

31-40歲（%） 154（37.8%） 253（62.2%） 407（100%）

41-50歲（%） 108（49.8%） 109（50.2%） 217（100%）

51歲以上（%） 24（70.6%） 10（29.4%） 34（100%）

總計（%） 365（40.9%） 528（59.1%） 893（100%）

教育

程度

國小畢 /肄業 (%) 61（42.4%） 83（57.6%） 144（100%）

20.152***
df=3

國 /初中畢 /肄業（%） 137（34.2%） 264（65.8%） 401（100%）

高 /職中畢 /肄業（%） 135（46.1%） 158（53.9%） 293（100%）

專科以上畢 /肄業 (%） 30（62.5%） 18（37.5%） 48（100%）

總計（%） 363（41.0%） 523（59.0%） 8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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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 /無再犯者早期犯罪經驗及生活型態之差異性分析

為了解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早期犯罪經驗是否有所差異 ?由表 4-3先

就有罪判決次數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有罪判決次數

（t= -6.564***）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計 528人，平均有罪判決

次數為 2.08次；未再犯樣本計 365人，平均有罪判決次數為 1.65次，再犯

樣本有罪判決次數明顯高於無再犯者，亦即再犯樣本較未再犯者有罪判決之

次數為多。

次就入監服刑次數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入監服

刑次數（t= -6.819***）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計 517人，平均入

監服刑次數為 1.69次；未再犯樣本計 363人，平均入監服刑次數為 1.31次，

再犯樣本入監服刑次數明顯高於無再犯者，亦即再犯樣本較未再犯者入監服

刑之次數為多。

再就藥物濫用種類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藥物濫

用種類（t= -3.759***）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藥物濫用種類（M = 

.97）明顯高於無再犯者 (M= .72)，亦即再犯樣本較未再犯者所濫用藥物之種

類為多。

變項
有無再犯

χ²；Sig.；df
無 再 犯 有 再 犯 總   計

初犯

年齡

未滿 18歲（%） 20（24.4%） 62（75.6%） 82（100%）

35.609***
df=4

18-20歲（%） 66（37.5%） 110（62.5%） 176（100%）

21-30歲（%） 140（37.0%） 238（63.0%） 378（100%）

31-40歲（%） 97（50.3%） 96（49.7%） 193（100%）

41歲以上（%） 42（65.6%） 22（34.4%） 64（100%）

總計（%） 365（40.9%） 528（59.1%） 893（100%）
＊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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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藥物濫用嚴重情形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藥物

濫用嚴重情形（t= -3.565***）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藥物濫用嚴重情

形（M = 5.81）明顯高於無再犯者（M = 4.62），亦即再犯樣本較無再犯者濫

用藥物之情形更為嚴重。

再就自陳偏差行為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自陳偏差

行為（t= -4.843***）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平均自陳偏差行為嚴重情

形（M = 2.96）明顯高於無再犯者（M = 1.60），亦即再犯樣本較未再犯者自

陳偏差行為之情形更為嚴重。

末就自陳犯罪經驗進行平均數檢定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自陳犯罪

經驗（t= -4.530***）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平均自陳犯罪經驗嚴重情

形（M = .68）明顯高於無再犯者（M = .24），亦即再犯樣本較無再犯者自陳犯

罪經驗之情形更為嚴重。

表 4-3：有 /無再犯樣本在早期犯罪經驗及生活型態之差異分析

變項 有 /無再犯 樣本數 平 均 數 t值；Sig

有罪判決次數
未再犯 365 1.65

-6.564＊＊＊
再犯 528 2.08

入監服刑次數
未再犯 363 1.31

-6.819＊＊＊
再犯 517 1.69

藥物濫用種類
未再犯 365 .72

-3.759＊＊＊
再犯 528 .97

藥物濫用嚴重情形
未再犯 365 4.62

-3.565＊＊＊
再犯 528 5.81

自陳偏差行為
未再犯 251 1.60

-4.843＊＊＊
再犯 334 2.96

自陳犯罪經驗
未再犯 255 .24

-4.530＊＊＊
再犯 334 .68

 雙尾檢定：＊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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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於各風險因子之差異性分析

首先，對於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就其低自我控制分量表進行平均

數檢定，由表 4-4可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低自我控制分量表（t= 

-3.066**）之得分達 .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平均低自我控制情形（M = 

16.78）明顯高於無再犯者（M = 15.04），亦即再犯者之低自我控制傾向較

嚴重，又在低自我控制分量表中，得分愈高表示自我控制較差，其再犯可能

性較高。

其次，對於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就其家庭附著分量表進行平均數檢定，

由表 4-4可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家庭附著分量表（t= 2.985**）之得

分達 .01以上顯著水準，未再犯樣本平均家庭附著情形（M = 20.65）明顯高

於再犯者（M = 19.56），亦即再犯者之家庭附著分量表得分較低，又在家

庭附著分量表中，得分愈高者，不再犯之可能性較高。

再者，對於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就其家庭衝突分量表進行平均數檢定，

由表 4-4可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家庭衝突分量表（t= -3.275**）之

得分達 .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家庭衝突情形（M = 2.99）明顯高於未

再犯者（M = 2.42），亦即再犯者之家庭衝突分量表得分較高，又在家庭衝

突分量表中，得分越高之成年假釋人，家庭衝突越強，再犯可能性越高。

再其次，對於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就其偏差友儕分量表進行平均

數檢定，由表 4-4可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偏差友儕分量表（t= 

-6.236***）上之得分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偏差友儕之影響程度（M 

= 2.80）明顯高於未再犯者（M = 1.78），亦即再犯者之偏差友儕較多，又

成年假釋人的偏差友儕愈多，其再犯的可能性愈高。

最後，對於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就其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進行平均

數檢定，由表 4-4可發現，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在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t= 

-5.428***）得分達 .001以上顯著水準，再犯樣本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得分之

平均數（M = 7.76）明顯高於未再犯者（M = 5.91），亦即再犯者之遊樂生

活情形越嚴重，又在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中，得分愈高者，再犯之可能性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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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 /無再犯之影響模式

為釐清上開各風險因子對於是 /否再犯是否具影響力，爰將對於成年假釋

人有 /無再犯具顯著性之影響因子，以二元 Logistic迴歸分析之向前逐步迴歸

分析法 (條件的 )方式進行分析後，由表 4-5可發現，最後僅有性別（B=1.202, 

Wald= 24.269***）、年齡（B= -.046, Wald= 18.457***）、教育程度（B= -.274, 

Wald= 7.698**）、入監服刑次數（B=.459, Wald= 20.377***）、藥物濫用種類

（B=.270, Wald= 9.007**）、遊樂生活型態（B=.039, Wald= 5.226*）、偏差友

儕（B=.086, Wald= 5.625*）等 7項對於有 /無再犯具有顯著影響力。代表著成

年假釋人如為男性、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低、入監服刑次數越多、藥物濫用

種類越多、遊樂生活型態越多及所交往之偏差友儕越多者，其未來再犯之可能

性便越高。

表 4-4：有 /無再犯二組樣本於各風險因子分量表之差異分析

變項 有 /無再犯 樣本數 平 均 數 t值；Sig

低自我控制分量表
未再犯 365 15.04

-3.066＊＊
再犯 528 16.78

家庭附著分量表
未再犯 365 20.65

2.985＊＊
再犯 528 19.56

家庭衝突分量表
未再犯 365 2.42

-3.275＊＊
再犯 528 2.99

偏差友儕分量表
未再犯 365 1.78

-6.236＊＊＊
再犯 528 2.80

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
未再犯 365 5.91

-5.428＊＊＊
再犯 528 7.76

雙尾檢定：*p＜ .05；**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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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樣本再犯情形

本研究經追蹤 893名樣本有無因犯罪經刑事判決確定之紀錄，結果發

現截至 2015年底 (追蹤期長達 15年 )，有再犯紀錄者計 528名，無再犯者

計 365名，再犯率為 59.1%。

(二 )個人基本特性等與有 /無再犯關聯性分析

首先，528名再犯樣本中，男性有 491名，占 63.4%；女性有 37名，

占 31.4%，顯示男性再犯率明顯高於女性，且成年假釋人之性別與有 /無

再犯具有顯著關聯性存在，與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相符（Clarke, Yuan-

huei, & Wallace, 1988；Sims & Jones, 1997；Trulson, Marquart, Mullings, 

&Caeti, 2005；許春金，2006；盧怡君，2011）。

表 4-5：有 /無再犯影響模式

變項 B值 S.E.
Wald值與
顯著水準

自由度
勝算比

Exp(B)

性別 1.202 .244 24.269*** 1 3.327

年齡 -.046 .011 18.457*** 1 .955

教育程度 -.274 .099 7.698** 1 .760

入監服刑次數 .459 .102 20.377*** 1 1.582

藥物濫用種類 .270 .090 9.007** 1 1.310

遊樂生活型態 .039 .017 5.226* 1 1.040

偏差友儕 .086 .036 5.625* 1 1.090

常數 .249 .533 .218 1 1.283

模式之χ²值與顯著水準 =132.298***；Cox & Snell R²=.149；Nagel kerke R²=.201

*p＜ .05；**p＜ .01；***p＜ .001
註：性別：男生＝ 1，女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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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犯樣本以 30歲以下者再犯率居首（156人；再犯率 66.4%），

31歲至 40歲者次之（253人；再犯率 62.2%），且隨著年齡層越長，再犯率

隨之遞減，結果顯示有 /無再犯之成年假釋人於年齡上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又成年假釋人再度觸法，以年輕人的比率較高，年齡愈高者，再犯比率將愈

低，與年齡和再犯間關係之發現結果相符（Laub＆ Sampson, 2003；劉士誠，

2014）。

再其次，365名非再犯樣本中，以專科以上畢 /肄業者比率居高（30人，

占 62.5%），其次則為高 (職 )中畢 /肄業者（135人，占 46.1%），結果顯示

成年假釋人教育程度與有 /無再犯間確有顯著差異存在，且驗證教育程度越高

者，越不容易再犯，與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相符（Sims & Jones, 1997；簡

惠霠，2001；李清智，2014）。

最後，再犯樣本以初犯年齡未滿 18歲者再犯率居首（62人，再犯率

75.6%），21-30歲者次之（238人；再犯率 63.0%），隨著初犯年齡越長，再

犯率隨之遞減，結果顯示有 /無再犯於初犯年齡間有顯著關聯性存在，再犯情

形集中於年輕者，與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相符 (Beck＆ Shipley,1989；陳

玉書、鍾志宏，2004；Trulson et al., 2005；劉士誠，2014）。

(三 )有 /無再犯者早期犯罪經驗及生活型態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發現成年假釋人再犯樣本較未再犯者，先前曾遭有罪判決之經驗較

多、曾經入監服刑之次數較多、自陳偏差行為及犯罪經驗均較多。是以，成年

假釋人入監服刑或前科次數愈多，偏差行為或犯罪經驗愈多者，未來再犯的可

能性愈高，與國內外實證研究結果相符（法務部，1990；Williams , Mcshane, 

＆ Donly, 2000；簡惠霠，2001；連鴻榮，2017）。另成年假釋人如濫用藥

物種類愈多、藥物濫用情形愈嚴重，其日後再犯之可能性亦愈高，亦與國內

外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相符（Sims＆ Jones, 1997；簡惠霠，2001；劉士誠，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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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無再犯樣本於各風險因子之差異性分析

首先，再犯樣本平均低自我控制情形（M = 16.78）明顯高於無再犯者

（M = 15.04），亦即再犯者之低自我控制傾向較嚴重，除驗證 Gottfredson 

及 Hirschi 一般化犯罪理論的主張外，亦與國內外實證研究結果相符（Mo�tt, 

Caspi, Wright, ＆ Silva, 1999；Benda, 2003； 張 聖 照，2007；DeLisi, & 

Vaughn, 2008；李國隆，2013）。

其次，未再犯樣本平均家庭附著情形（M = 20.65）明顯高於再犯者（M 

= 19.56），亦即再犯者之家庭附著分量表得分較低，與其他國內外實證研究

結果相符（莊耀嘉，1993；Thornberry ＆ Krohn,2005）。

再者，再犯樣本家庭衝突情形（M = 2.99）明顯高於未再犯者（M = 

2.42），亦即再犯者之家庭衝突分量表得分較高，與其他國內外實證研究

結果相符（Thornberry ＆ Krohn,2005；Ou ＆ Reynolds,2010；許詩潔，

2012）。

再其次，再犯樣本偏差友儕之影響程度（M = 2.80）明顯高於未再犯者

（M = 1.78），亦即成年假釋人的偏差友儕愈多，其再犯的可能性愈高，與

國內外實證研究結果相符（Warr, 1998；Benda, 2001；張聖照，2007；李國

隆，2013）。

最後，再犯樣本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得分之平均數（M = 7.76）明顯高

於未再犯者（M = 5.91），亦即在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中，得分愈高者，再

犯之可能性較高，與國內外實證研究結果相符（Sampson ＆ Laub, 2003；

黃曉芬，2006；李國隆，2013；劉士誠，2014）。

(五 )有 /無再犯之影響模式

至於對於成年假釋人有 /無再犯具有顯著性之影響因子，以二元

Logistic迴歸分析後，結果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入監服刑次數、藥

物濫用種類、遊樂生活型態、偏差友儕等 7項對於有 /無再犯具有顯著影響

力。顯示個人基本特性、早期犯罪經驗以及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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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賴之生命歷程模型，對於成年假釋人有 /無再犯最具有影響力。

二、建議

經由前述之文獻探討及研究分析結果，對於相關政策與實務提供建議方向

部分，淺見如下：

(一 )加強推廣親職教育、協助提升家庭功能及自我控制

本研究觀察到成年假釋人未再犯樣本較再犯者，家庭附著程度明顯較高，

建議政府機關及學校應加強推廣親職教育，如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密集宣導親職

教育的知識及技術；或藉由學校定期舉辦親職教育活動；亦可印製各類育兒、教

養及與子女溝通的刊物，提供給父母參考，以發揮有效的教養及監督作用；並考

慮在高中職、大學或社會大學等階段，將親職教育（如父母效能訓練、親子溝通

等課程）列入正式課程施教，俾使民眾能扮演好父母之角色，具有妥適的管教知

識，除可提升家庭的監督功能，進而強化孩童的自我控制，以避免子女有偏差或

犯罪行為發生。

(二 )輔導民眾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加強育樂休閒之提倡

本研究發現成年假釋人再犯樣本，在遊樂生活型態分量表得分之平均數明

顯高於未再犯者，建議政府應輔導民眾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減少遊樂生活，並適

度管制未滿十八歲少年進出不正當場所，加強育樂休閒活動之規劃設置，或加強

查緝並不定時臨檢娛樂場所。另父母亦應多花時間陪伴孩子共同參與育樂活動，

並自幼做起，使其日後無暇接觸遊樂生活，進而避免結交不良友伴或犯罪。

(三 )重視成癮犯罪行為之防治，強化反毒工作

本研究發現成年假釋人如濫用藥物種類愈多、藥物濫用情形愈嚴重，其日

後再犯之可能性亦愈高，成癮犯罪行為之問題實不容忽視。復以毒品氾濫已延伸

至少年時期，許多成人利用少年之年少無知及刑事司法系統對於少年採取較寬容

之政策，利用少年協助運送、販賣毒品，更是當前應重視之問題。因此，如何預

防使用或接觸毒品實為關鍵，政府機關應針對此類犯罪加強防治作為，如加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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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反毒宣導、宣導使用毒品造成之影響、教導民眾拒絕使用毒品等反毒宣導

工作，以防治相關成癮犯罪行為之發生。

(四 )協助切斷過去負面不良的影響

本研究觀察到擁有較多偏差友儕的成年假釋人較易再犯，建議應格外

注意其交友對象，若能將偏差友伴、以及容易產生犯罪的情境與誘因予以隔

絕，將會有助於中止其再犯，然而在切斷犯罪者過去的不良影響時，同時也

須強化其家庭或職場的功能，如家庭與職場都能適度地接納，營造出較為良

好的生活環境，進而協助切斷其與不良友伴相處的機會，使犯罪得以中止。

此外，亦須經常灌輸謹慎交友及明辨是非、勇於拒絕的交友態度，以避免受

非行朋友的負面影響而犯罪。

(五 )支持縱貫性研究，俾完整蒐集生命歷程發展之訊息

觀諸犯罪學領域在 20世紀初期，即開始針對研究樣本進行長期性之追

蹤研究，經由完整蒐集樣本生命歷程之發展訊息，有效觀察犯罪之起始、持

續、變化及中止，同時檢驗各犯罪學理論概念對於犯罪與偏差行為之影響。

衡酌我國發展性犯罪理論之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囿於相關法令限制及研究場

域相對保守，致使犯罪人長期追蹤研究之環境和資源，尚有成長空間；再加

上定群樣本資料之蒐集與累積相當不易，耗時費力，復因相關核心概念與研

究變項，多散見於各類不同之研究中。爰此，實應致力發展縱貫性追蹤研究，

期能對犯罪人所留下之關鍵影響因子及整體生命歷程的呈現，獲致更深入之

探討了解及逐漸完備，俾使我國發展犯罪學和生命史研究，逐步獲得推展。

最後，本研究僅以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受保護管束之成年假釋人

為研究對象，未能擴及全省各地方檢察署，未來可擴大更生復歸社會者抽樣

的範圍及樣本數，使樣本更具代表性。另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受限在其現

有的狀態中，僅能對原本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舉例來說在個人基本特性

方面，如教育程度係 2000年調查之資料，尚非樣本最新之生活狀況，此為

研究限制之一。又本研究經比對發現成年假釋人共 66人死亡，為避免影響

分析結果，爰將死亡人數扣除，惟樣本死亡原因及其復歸社會後之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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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其可貴之處，本研究囿於時間及人力因素未能深入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得

納入討論，以更為完備。最後，本研究係量化縱貫性研究，容易忽略個人深層

的本質，未來可輔以質化研究的深入訪談，以釐清問題真正的因果關係及各因

素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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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吳忻穎、林晉佑

本文以精神障礙患者之犯罪為關注重心，從刑罰理論為起點，架構其與監

護處分的橋樑。進而以司法實務之觀點，探討如何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辨識

能力與控制能力，以及司法精神鑑定在司法實務上之意義。

無論係採取二階層或三階層犯罪理論，均有不法及罪責之區分，向來刑事

司法實務著重於蒐集證明行為人行為不法之「不法性證據」，至於證明罪責層

次之「罪責事由證據」，則往往非調查重點或淪為次要調查事項。為落實特別

預防理論下保安處分之處遇理念，本文從現行偵查與執行實務經驗出發，就罪

責事由證據之調查、司法精神鑑定、監護處分必要性及其所面臨之困境，並提

出相應之解方──包含立法與制度論、理想之實務建議──作為本文結論。

關鍵字： 精神障礙、司法精神鑑定、刑罰理論、特別預防、責任能力、

罪責事由證據、偵查實務、證據調查、保安處分、監護處分。

DOI：10.6905/JC.202001_9(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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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sin-Yin Wu, Chin-You Lin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about offenders with mental illness 
addiction. At the beginning, we bridged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 with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Then, we explore how to judge the person who has 
the recognizing ability and control ability or not in his behavioral tim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judicial forensic psychiatry assess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ractice.

No mat te r  we take  the  second order  theory  of  c r iminal 
(Zweistufentheorie) or the third order theory of criminal (Dreistufentheorie), 
those all contain the difference of rechtswidrigkeit and responsibility.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always focuses on collecting evidences to prove 
the person whose rechtswidrigkeit in the behavioral time. As for the 
evidence of proving the guilt, it’s not always the point under investigation, 
or becomes the minor.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ental disorders under the 
special preven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actice and enforcement to put forward dilemmas and solutions about the 
evidences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judicial forensic psychiatry assessm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disposition of custody which includes legislation,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practical advices of ideals to sum up this article.

Keywords :  Mental  Disorders,  Forensic Psychiatry Assessment, 
Special Prevention Theory, Offenders with Mental illness,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Disposition of Custody,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ustodial Protection, Theory of Punishment

Explor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bout Investigat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Enforcement of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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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精神障礙者與犯罪之議題愈來愈受重視，也引發新聞與輿論的廣

泛討論。司法精神鑑定之意義、運作方式、功能、與司法實務之關係等議題，

在理論與實務上均引發許多爭議。

本文從理論出發，首先扼要說明「罪責理論」之基本概念、監護處分之基

礎以及定位；接著，從司法實務之角度來討論應如何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辨

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以及司法精神鑑定在司法實務上之意義——包含對於罪責

之判斷以及採取處遇機制之關聯。

本文進而探討偵查中罪責事由證據之調查以及司法精神鑑定之關聯。在犯

罪論上，不論採二階論或三階論，均有不法與罪責層次之分，在實務運作上，

對於不法性與有責性，理論上亦有證明之問題，是以，本文對於證明行為不法

之證據，定義為「不法性證據」，證明罪責事由之證據，則定義為「罪責事由

證據」。由於鑑定人並非偵查機關，不具有調查證據之權責，偵查中之罪責事

由證據調查與司法精神鑑定具有息息相關之關聯性。本文將討論現行偵查實務

所面對之困境、以及「實然面」與「理想面」的落差，並嘗試建構如何盡可能

將實務貼近理想的解決之道。

而監護處分植基於特別預防理論，其執行必須仰仗醫療專業始能達成特別

預防之目的。在實務運作上，亦與司法精神鑑定與鑑定人之鑑定有一定程度之

關聯性，包含如何判斷保安處分發動之必要性。本文並以檢方實務經驗出發，

檢視現行偵查與執行實務就罪責證據之調查、司法精神鑑定、監護處分所面臨

之困境，並提出相應之解方與立法論建議為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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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責任能力與監護處分之理論

一、精神狀態與責任能力

（一）減輕理由：欠缺刑法「罪責原則」之基礎

刑法係規定了何種行為屬於犯罪，對於犯罪如何科處刑罰的法律
1
，自

啟蒙運動以降，近代刑法將「不法性」與「罪責」概念予以兩立。申言之，

不僅須行為人之行為違反刑法秩序之應然規範（不法性），也要求行為人就

前述之違法具有個人之（主觀）可非難性（罪責）
2
，此即現代國家刑罰發動

之基石：「罪責原則」（das Schuldprinzip），即「無責任，即無刑罰」（nulla 

poena sine lege culpa；Keine Strafe ohne Schuld）3
。

刑罰理論可大別為「報應理論」與「預防理論」及結合兩者的「綜合理

論」，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固對心智缺陷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正確理

解事務或難以控制自己行為之人，予以減輕或免除刑罰之不罰的法律效果，

惟其可能仍應受刑法第十二章「保安處分」之執行。向來認為保安處分係源

於「特別預防理論」，並深受德國刑事法代表學者 Franz von Liszt（法蘭茲•封•

李斯特）之教育與處遇思想所致，其認為犯罪人透過其犯行所表露出的「社

會危險性」，應依個別犯罪人之「教育需要性」或「矯治必要性」，透過刑

罰或其他矯治措施予以排除，預防再犯，並使其再社會化
4
。

既然「特別預防理論」係以強調減輕或去除犯罪人的「再犯危險性」使

其「再社會化」為立論
5
，對於欠缺刑罰適應性之精神障礙犯罪人不賦予刑罰

1、山口厚（著），付立庆（譯）（2018），刑法總論，3版，頁 1。
2、參考林鈺雄（2019），新刑法總則，7版，頁 294。
3、參考王皇玉（2019），刑法總則，5版，頁 318。
4、 關於刑罰理論相關介紹文獻，僅列舉：林鈺雄，註 2書，頁 13-19；王皇玉，同前註，頁

609-614；王皇玉（2009），論刑罰的目的，收錄於：刑罰與社會規訓－－台灣刑事制裁
新舊思維的衝突與轉變，頁 1-32；蕭宏宜（2006），保安處分與罪刑法定，法令月刊，
57卷 4期，頁 4-7；柯耀程（2009），變動中的刑法思想，2版，頁 498；盧映潔（2005），
刑事制裁體系：第一講刑事制裁體系概說，月旦法學教室，37期，頁 69-70。

5、 張麗卿（2011），刑罰理論與精神疾病犯罪人的處遇，收錄於：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
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3版，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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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轉向找尋行為之原因，並衍生以治療和矯治為取向的制裁措施，形成「刑

罰」與「保安處分」並列的雙軌制裁體系（zweispurige Sanktionensystem），

此亦為德國、瑞士、奧地利所採。據此，本文認為通說採取「綜合理論」中的「報

應理論」所衍生的「罪責原則」並不適合用於精神障礙犯罪人，則其不以「刑罰」

之惡害加諸其身，而係以教育、治療或矯治目的所施以之「保安處分」進行處

遇，即係其減輕之理由。是故，以下將著重以特別預防理論作為精神障礙犯罪

人處遇之法理基礎並開展本文論述。

（二）何時判斷：「涉案當時」之一體性認定

「罪責原則」既為刑法規範的基本理論，而精神障礙犯罪人在犯罪審查體

系中於具體行為中存有「不法行為」，僅是欠缺「責任能力」而不成立刑事犯罪，

適用保安處分予以處遇，故自應遵守從「罪責原則」衍生而來的「行為與罪責

同時性原則」（Koinzidenzprinzip）6
。因此，如何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責任

能力有無，至關重要。

精神醫學之臨床觀點，多半依據美國心理學者 Richard Rogers（理查•羅

傑斯）於 1984年研擬之「羅氏刑事責任能力評估量表」（Roger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ssement Scales），其提出「涉案當時（the time of the alleged 

crime）」之概念。理由在於，雖人類之精神狀況有持續性與間歇性之分，但

依精神醫學臨床經驗，精神障礙者之病理變化前後仍有跡可循，故應將精神醫

學之「行為時」判斷，並非單一時點，而應自點擴展至線，考量一段時間（a 

6、 此原則業經實務承認，如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5133號刑事判決指出：「犯罪行為人
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
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
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
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十九條所規
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
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
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
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
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尤以酒後是否因而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已有欠缺或減低，原為一
時之精神狀態，非如精神病患之有持續性，自無從如對一般精神病患得就其精神、心智等狀
況為鑑定。是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認事證已明，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
而綜合全部卷證，自為合理推斷，洵非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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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of time），甚至是一個過程（a course），在此時間軸上的精神狀態

判斷具有一體性，不宜再做更小的分割，而共同構成行為人在「涉案當時」

精神狀態之認定基礎。

Richard Rogers認為「涉案當時」之具體內涵應該包括三個階段：7

(1)行為前之實際準備動作；

(2)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

(3)行為後之立即反應，如企圖逃避、掩飾犯行或湮滅證據等。

(4)此一期間應該以 24小時為限。

雖此概念重點在於「蒐集資料」以確定涉案當時即其前後的醫療紀錄

與生活片段，透過犯案經過和精神狀態的對比，希冀得以完成較完整正確之

鑑定。然需要特別澄清者在於，無論是偵查程序、審判程序抑或鑑定流程，

均是為了還原、貼近行為人當時之責任能力狀況而不得不之作法，惟仍不改

法律上係以行為人行為當下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準
8
。

（三）如何判斷：司法與精神醫學之分工與整合

1.判斷架構：二階段判斷模式

關於刑法第 19條之修正理由，就責任能力之認定，係參考德國立

法模式，採取「生理學」與「心理學」混合之立法模式，兼顧行為的

「知」（認識）與「意」（決定）之雙重因素
9
，並根據「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與「是非辨別能力或依辨別而行為之能力」進行兩階

段判斷。

7、 參考張莉馨、劉素華（2014），司法精神鑑定社會功能評估，收錄於：周煌智總編，司
法精神醫學手冊，頁 163；郭壽宏、李俊穎、蔡冠逸（2004），從精神醫學觀點論行為時
精神狀態之判斷，醫事法學，12卷 1-2期，頁 44，惟郭壽宏醫師認為應該延伸至 72小時，
包括犯案當天及前後 2天。

8、 相同觀點，林思蘋（2009），強制治療與監護處分－－對精神障礙者之社會控制，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37。

9、 參考王皇玉，註 3書，頁 327-331；張麗卿，責任能力的判斷與司法鑑定，註 5書，頁
245-251；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2012年 4版，頁 63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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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關於第一階段「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判斷，係從生物學

或精神醫學觀點（包含外因性與內因性精神疾病），判斷有無精神障礙或心智

缺陷。雖學說
10
及實務

11
多認為即便未經過精神醫學專家鑑定，法官也可以綜合

全部調查資料，判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的精神狀態，惟實務上通常仍是委諸精神

醫學專家予以鑑定。至於第二階段則是「識別能力」與「控制能力」此二心理

學要素的判斷，該部分必須由法官從法律的規範評價觀點判斷行為人是否有選

擇合法行為的能力。而所謂的生理學（生理原因）與心理學（心理結果）的混

合模式，須先有生理學因素存在，始能進入責任能力有無之規範評價
12
。故非

只要行為人有精神疾病就得以被認定為欠缺或限制責任能力者，仍須檢驗兩者

之間的「因果關係」。對此，有精神醫學學者明確指出：

「疾病存續的時間彼此會有交替作用。例如：第一類是犯案的時候處在一

個疾病發作的狀態；第二類是處在兩個發作之間，前面的發作已經恢復，但後

面的發作還未開始的狀態；第三類是處在一個疾病陣發的狀態，且處在此病症

是一陣一陣的；第四類是自己本來就有病，然後有犯罪行為，可是兩者並不相

關，是平行關係。如果依照『行為與責任能力同時存在原則』，只有第一類和

第三類才能符合刑法第 19條的文字敘述⋯⋯依據過去各院檢致函北榮精神部的

要求，仍要輔助院方獲檢方對第 19條每一個要件後面的判斷，我們會希望在疾

病出現的存續時間跟行為發作的時間，做關聯性的描述，這樣才能輔助院方或

檢方的判斷。」
13

據此，二階段判斷模式是法官藉由生理學、精神醫學、心理學等專業知識，

輔佐對於個案的事實認定，再整合法學之規範觀點予以評價。

2.鑑定素材與可鑑定事項：

10、參考王皇玉，註 3書，頁 328；黃榮堅，註 9書，頁 688。
11、見註 6，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5133號刑事判決。
12、 參考王皇玉，註 3書，頁 329。
13、 劉英杰（2018），從精神醫學和法學角度看責任能力之鑑定──與談意見（四），檢察新論，

23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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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因當今司法精神醫學深受美國影響，且其緣由係植基於英美法對於

責任能力之認定，為此，實有必要瞭解英美法之責任能力判斷標準。

此最早於 1742年由英國 Tracy法官提出「野獸法則」（Wild Beast 

Test），即當行為人於行為時，必須是喪失瞭解、記憶，最多如嬰兒及野獸

般，無法瞭解自己所為何事，始可免責（偏重辨識能力）。而 1843年英國

Tindal法官提出的「馬克諾頓法則」（M'Naghten），則以被告於犯罪行為

時若受心智缺陷（disease of mind）引起的判斷力缺陷（defect of reason）

影響，以至於無法瞭解自身行為之本質；或雖知之，但無法分辨自身行為係

錯誤者（right and wrong），可免於刑罰。其後的「杜漢法則」（Durham 

Rule）則是強調，若被告犯罪行為是肇因於其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

或心智缺陷（mental defect）下的產物（product），即可免責。而具體的

檢驗標準，如「不可抗拒衝動法則」（Irresistible Rule），係指在精神疾病

影響下，縱使公權力（如警察）近在咫尺，仍無法克制衝動而為犯罪者，故

又稱「police-at-the-elbow law」（警察在旁準則）。至於「美國模範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Test）則認為，因精神疾病或障礙，使得行為時無法瞭

解自己行為之犯罪性，或欠缺使自己行為合乎法律要求之足夠能力者，對其

犯行不負責任，但不包括反覆的犯罪行為及反社會行為。此外，英美法數世

紀以來皆接受以「極度的情感痛苦」（Extreme Emotional Distress）或「情

感痛苦高漲」（Heart of Passion）作為抗辯之理由（即：情感痛苦之程度達

到使一般良好氣質之人傾向於未經謹慎思考而做出非理性之行為），而可能

因此「難於控制其行為」而獲得減輕獲改判較輕罪名，甚至獲判無罪，但此

種情況下精神醫學時難診斷其有何精神疾病（例如僅持續數分鐘），故有學

者稱之為「暫時性之心神喪失」
14
。

14、 整理自：吳建昌（2000），刑事責任能力之研究－法學與精神醫學之交錯－，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2-76；吳建昌（2014），刑事責任能力，收
於註 7書，頁 208-213；林思蘋，註 8文，頁 116-124；郭宇恆（2018），我國刑事司
法中精神鑑定制度與監護處分的實務問題，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6-17；王俸鋼（2018），從精神醫學和法學角度看責任能力之鑑定，檢察新論，23期，
頁 52-56。另外，美國尚有部分州（約 13州）因輿論所致，採取 GBMI法則（Guilt but 
Mentally III，有罪但患有精神病），雖各州法間略有區別，但其受有無法有效達到預設
目的、混淆司法審判系統、破壞刑法基本罪責原則、造成系統間衝突與齟齬等批評，詳
見林思蘋，註 8文，頁 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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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美國各州仍未有統一之標準，目前主要以「馬克諾頓法則」

（M’Naghten）、「杜漢法則」（Durham Rule），以及「美國模範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Test）為各州法院之主要依據，內涵大抵也不脫「辨識能

力」、「控制能力」以及「精神疾病與行為之因果關係」幾個要件的判斷。

至生理原因認定部分，目前世界所有的精神醫學診斷均由以下兩大分類

系統為基礎。一是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國

際疾病分類標準第十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10）15
，另一則是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16
。而臺灣目前實務就第一階段「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之檢驗，主要採取 DSM-V，惟該手冊是用以提高測試者間的信

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並增加臨床工作者間的交流，仍不應取代臨床判

斷
17
。

至於第二階段之「辨別能力」與「控制能力」之鑑定輔助判斷。前者，鑑

定人須釐清被鑑定人之精神症狀是否影響其瞭解到行為違反法律。在妄想存在

時，是否影響其對目前法律的瞭解（例如主張身處外星國度有不同法律），或

認為其所依據者乃妄想內容等情形。在後者，則應考量被鑑定人有無以下情形：

（1）做選擇之能力

（2）忍耐遲延之能力

（3）避免逮捕之能力

（4）可預見性及可避免性（與原因自由行為有關）18
。

15、 衛生福利部網站有提供中譯版全文對照，連結：https://dep.mohw.gov.tw/DOS/lp-2490-
113.html，最後瀏覽日：2018年 11月 4日。

16、 「兩者之區別在於，DSM-V是美國最常使用來診斷精神疾病的指導手冊，協助訓練臨床人
員診斷個案之精神病患，以符合『整合判定』之鑑定需求，進而為個別當事人量身訂做其全
然之情的處遇計畫，強調診斷準則以及互斥性原則；至於 ICD-系統過去較著重於疾病描述
而非診斷準則」，轉引自吳維雅（2018），從精神醫學和法學角度看責任能力之鑑定－與談
意見（二）：司法精神鑑定與精神醫學之互動，檢察新論，23期，頁 73-74。

17、 Nigel Eastman、Tim Green、黃致豪 Leon Huang、Richard Latham、Marc Lyall等合著
（2015），台灣死刑案件司法精神鑑定實務手冊，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Forensic 
Psychiatry Chambers、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出版，頁 44-45。

18、 參考吳建昌，刑事責任能力，收於註7書，頁249-250。而「與原因自由行為有關」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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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精神科醫師認為，就被鑑定人本身之犯行衝動控制，本質類似前

揭「不可抗拒衝動法則」（Irresistible Rule），應可作為參考，並同時考慮

被鑑定人在評價自身之行為選項時，是否能夠有產生適當之「替代選項」的

心智能力，甚至包含犯行之後，在處理後續的現實問題時所能夠呈現的現實

測驗及行為之能力
19
。是以，鑑定人之工作在於，就精神疾病出現的存續時

間與行為發作的時間做關聯性的描述，輔助檢方或院方之法律上判斷。

具體而言，精神醫學可得鑑定之項目包含：(1)被告之人格發展史 (2)

被告之成長發展歷程，包含家庭關係、教養、教育發展、人際關係發展、就

醫或疾病發展史、受挫或受創經驗對人格形成之影響 (3)本件被告之犯罪心

理機轉 (4)被告之再犯風險評估 20
、可能影響再犯因素，如監禁或處遇環境、

家庭成員、社會支持。據此，需要訪談被告／當事人、家屬親友及重要他人

（如雇主或親密關係伴侶），並蒐集偵查筆錄（警詢／檢訊筆錄）、起訴書、

全國刑案資料紀錄表、被告自白、犯罪人陳述、證人證詞、犯案時之監視錄

影器、看守所觀察紀錄、病歷資料、學校紀錄等素材
21
。於臨床實務之判斷

上，除重要生命歷程外，建議蒐集資料橫跨時間最好是在犯罪前後 6個月內

為佳
22
，為免案發時間與鑑定時間相距過遠，難以還原行為當時之情境（如

被鑑定人記憶模糊而現場又無留存客觀影像證據），應及早移送鑑定，以利

鑑定結果信度與效度之穩定。

以酒精濫用暨潛伏性精神病患者飲酒為例，當法官欲採取此理論或將犯罪行為時點提前
至飲酒時，若鑑定醫師不察，僅著重於飲酒後之「涉案當時」狀態，則可能忽略了開始
飲酒時行為人的預見能力或控制能力判斷（如因精神疾病而飲酒），詳見吳建昌，註 14
文，頁 197-199。

19、 參考王俸鋼，註 14文，頁 63。實務上如王景玉案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上重訴字第
14號刑事判決 )，其鑑定報告即有採取美國法之「police at the elbow law」（警察在旁
準則）概念判斷行為時有無控制能力。

20、 關於行為人危險性鑑定，包含「靜態危險因子」（→犯罪史、年齡→長期危險性）、
「穩定動態因子」（人格特質、態度、信念→治療目標）、「急性動態因子」（情緒狀
態、與被害人接觸及時介入），將三危險因子相加即為「目前危險性」，請參考黃菁瑜
（2018），行為人再犯、矯治及再社會化可能性－以英國之理論與實務運作狀況為例，
檢察新論，23期，頁 92-94。

21、 參考陳若璋（2018），刑事司法心理衡鑑綜論，檢察新論，23期，頁8-9；林耿樟（2014），
司法精神醫學衡鑑簡介，註 7書，頁 144-145。

22、劉英杰，註 13文，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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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百密總有一疏，在執行上難免會產生疏漏與問題，不可避免的是鑑定報

告的脫漏錯誤可能出自於鑑定人本身之主觀偏見或價值判斷、被鑑定人缺乏合

作的意願或本身有過多偏離常軌的病症（複合精神疾病）或誤解鑑定人問題、

從第三方收集之資料有誤
23
。

尤其是為大眾所疑慮之「詐病問題」，精神醫學自有多套檢驗法則，且因

精神疾病具有深度性、持續性，臨床上精神醫學得以透過較長時間（約1至2週）

之診斷性或治療性會談發現破綻。但實務上「鑑定留置」制度受限於院檢經費、

醫院設備、戒護人力等因素，無法經常性實施
24
，埋下後續多重鑑定的隱憂。

二、精神狀態與監護處分必要性事實之調查與證明

（一）行為時精神狀態事實證據

司法精神鑑定在現今刑事司法實務運作的重點，大多在於釐清責任能力，

並兼而判斷是否有發動保安處分之必要性。

依上文所述之司法精神鑑定之原則來看，行為人在案發前、案發時、以及

案發後一段期間的動作、行為、表現以及其他相關情事，乃司法精神鑑定所必

需的素材，以釐清被告是否於行為時處於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

之狀況，又或者只是「詐病」。

是以調查行為人是否處於辨識能力、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狀況，需

要案發前、案發時與案發後之相關證據；這些「罪責事由證據」（證明罪責事

由之證據）正如「不法性證據」（證明構成要件之證據）一樣，有儘速保全之

必要。

目前偵查實務中送司法精神鑑定之案例屈指可數，澎湖地檢署於 104年至

23、 參考張麗卿，責任能力的判斷與司法精神鑑定，註 5書，頁 263-265；吳建昌，刑事責任能力，
收於註 7書，頁 242-246；胡淑娥、劉英杰、楊誠弘，司法精神鑑定影響因素之探討，臨床
醫學，第 79卷第 3期，2017年 3月，頁 150-153。

24、 參考鍾金錦（2015），從精神疾病論刑事責任能力與制裁效果，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125-131，該論文訪問有精神鑑定、監護處分經驗之法官、檢察官、精神科
醫師，研究實務上相關問題之成果，得以一窺實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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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間有偵查中與醫院合作進行罪責事由調查之案件。舉一案例為例，以

說明罪責事由之調查與偵查中司法精神鑑定程序
25
：

被告於飲用大量酒類飲料後，於 2日內連續竊盜 5台汽車，每次都是

駕駛車輛發生擦撞、發生車禍後棄車離開現場，再竊取下一台車，並駕駛汽

車衝撞馬公航空站大門玻璃；其能夠看似正常的前往超商購買酒類飲料、在

機場停車場內竊取他人之汽車，並通過人工收費付費離場，停車場管理人員

完全無法發現其異狀；於竊取第 5台車時經警方以現行犯規定逮捕，逮捕時

有抗拒、企圖逃跑等行止，經內勤檢察官聲請羈押後，在看守所內揮拳攻擊

監所管理員。

偵查中檢察官除調查不法性證據外，同時調取被告的歷來所有病歷資

料、身心障礙資料、案發前後所有監視器畫面、被告於該 2日間各種行蹤之

相關監視器畫面、完整警詢錄音錄影、經逮捕過程之警方完整密錄器影像、

逮捕解送至派出所與分局偵查隊時之監視器畫面、看守所攻擊管理員前、

中、後監視器影像、監所完整記錄等。這些證據都是行為前、行為時、行為

後 24小時與被告行為舉止有關之完整證據。

被告經逮捕時，地檢署當日內勤檢察官指示司法警察帶同被告前往掛

急診並進行身心科之會談，因此醫院於第一時間已有與被告談話之病歷紀

錄。在偵查訊問被告時，對於被告的行為動機等均一併調查，不論其回答之

內容是否荒謬均予以記載。此外，該案亦有傳喚被告之家人、目擊之鄰居、

現場員警等，釐清被告在案發前與案發當下的精神狀態。

被告於偵查中羈押時送請司法精神鑑定，並依照與醫生之討論內容及

醫師之建議進行相關證據之調查，因此該案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所參考的相關

證據資料非常充分，並且能夠看出被告在「每一次犯罪行為」之案發前、中、

後之相關行止以及言論。從而認定被告在案發前幾年開始出現持續性的聽幻

覺，思考解讀呈現出自我界線瓦解，思考內容呈現較具組織性的妄想思考系

統，內容包括被害妄想、被控制妄想、思考廣播等，行為解構缺乏組織，部

25、以下整理自：澎湖地檢署 105年度偵字第 679、700號、106年度偵字第 9、35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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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為聽從聽幻覺的指引，缺乏病識感，以其症狀時間與症狀內容判斷，已符

合思覺失調症之症狀標準。案發之前，被告感受聽幻覺變大聲且已有飲酒下，

行為聽從幻覺指引，只記得走路到機場、開車門、找水喝的記憶片段及之後被

逮捕、訊問的互動記憶，對於是否開車、撞擊機場大門沒有記憶印痕，推論案

發當時，被告同時受精神症狀與飲酒影響，干擾認知和記憶，行為判斷與控制

出現減損的情況。一審判決結果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判決

刑後監護 2年 26
。

（二）品格證據與生命歷程證據

在司法實務進行實例操作時，並非所有的被告都能夠清楚明白的主張罪責

抗辯；甚至很多時候，懂得主張的人其實反而是詐病。也因此，司法實務工作

者在面對每個案例時，必須具有高度的問題意識。畢竟，所有的調查工作，都

是源於「懷疑」，要讓司法官開始調查罪責事由證據，也是源於懷疑被告可能

有精神疾患、酗酒等罪責減免事由。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懷疑被告可能有精神疾患、酗酒等罪責減免事由？

如何判斷有無進行司法精神鑑定之必要？特別是在被告並未（或不知）抗辯自

己有精神疾病之情形下，司法實務工作者要如何開啟這個罪責事由的懷疑與送

請鑑定？

以澎湖地檢署一件偵查中進行司法精神鑑定的案例為例
27
：

X因為智能障礙而就讀資源班畢業，家庭機能不彰，X和他的兄弟均曾經

在少年法庭出入，是轄內所有司法警察、司法人員都知道的問題家庭。X成人

後的第一宗竊盜案件，司法機關並未調查病歷、沒有調取 X少年案卷及其過往

資料，而是傳喚一位卷內看不出來學歷、經歷的醫院社區關懷訪視員到庭作證，

只因為該「訪視員」證述 X智能略低及疑患精神疾病，於是聲請簡易判決並請

26、澎湖地院 106年度簡字第 4號刑事判決。
27、 進一步案例相關內容詳見：吳忻穎（2017），吳忻穎觀點：無彩青春離島版─－一個智能障

礙、思覺失調患者的人生故事，風傳媒，2017年 4月 5日，連結：http://www.storm.mg/
article/243850 （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 11月 5日）。該案例為澎湖地檢署 105年度第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送請司法精神鑑定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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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但沒有建議做司法精神鑑定，也

沒有聲請監護處分。

2個月後，X因為竊盜案件又被移送地檢署偵辦，X在短短 2個多月內

連續數次竊盜，同一位檢察官傳喚同一位關懷訪視員到庭作證，證述內容：

「X情緒反應不佳、衝動⋯⋯拒絕就醫，沒有悔改之心，用醫療手段看不到

效果，且浪費醫療資源」，司法機關沒有查明 X在學校資源班的詳細經歷、

沒有詳究 X的歷來病歷、也沒有做精神鑑定，而認定 X具有犯罪之習慣，不

思改過遷善，其品性惡劣，僅藉刑之執行實不足以徹底根絕惡性，判決有期

徒刑及強制工作 3年。

刑罰及保安處分執行完畢後，X仍有反覆犯罪之行為。X於偵查中否認

犯行，堅持監視器裡拍到的行為人不是他，還當庭失控抓桌子椅子。然證據

顯示 X確實為真正行為人，但其精神病史殘缺不全、斷斷續續，在監期間的

病歷記載罹患殘餘型精神分裂症、未明示之衝動控制障礙、續發性巴金森病

態、其他焦慮狀態與失眠症，然病歷未見其病症包含攻擊他人之暴力傾向或

竊盜行為之記載，醫院建議送司法精神鑑定。

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在欠缺相關病歷、專業判斷、加上被告本身

欠缺病識感，而被告並未呈現非常明顯的心智缺陷或精神障礙症狀等情況

下，司法實務上，不論是偵查或審判，很有可能根本無從發覺被告於行為時

的精神狀態、導致其為犯罪行為的原因。然而實務上的難題在於面對的是資

源的窘境、大量的案件、不當管考的辦案期限壓力等，在某些有可能有減免

罪責事由的案件，都已無力調查罪責事由證據、送司法精神鑑定，更遑論去

「發現」個案被告的特殊狀況。

責任能力「理論上」是依照行為與罪責同時存在原則來判斷，在實務

判斷上，則必須調查行為人在「涉案當時」的狀況——包含行為前、中、後

的狀態；然而在思考決定是否、如何調查罪責事由證據、以及有無調查必要、

判斷行為人是否有精神症狀病進而影響行為時，「品格證據與生命歷程證

據」則為關鍵。

所謂調查「品格證據與生命歷程證據」，並非調查個人與本案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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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而是針對可能判斷行為人何時、如何出現精神症狀、該症狀維持多久、

典型症狀、每次症狀發作時是否可能伴隨犯罪行為等相關情形進行調查。

以X案例為例，檢察官調閱X過去所有犯罪行為之卷宗與監視器錄影畫面，

並非透過前科來對 X為不利之調查或非難，而是除了判斷其身形是否與本案監

視器畫面吻合外（是否構成犯罪之不法性證據），也包含判斷釐清被告過往行

為時的一些動作、精神狀態；調閱在監期間與過往病歷，重點在於釐清 X過往

到底是否曾經診斷罹患疾病、於本案中是否可能為「詐病」，如若調查結果認

為可疑具有減免罪責事由，則宜將相關證據送司法精神鑑定。

（三）保安處分必要性之判斷

1.現行實務運作之原則

由於刑法保安處分有關監護、禁戒等可能需要醫療院所配合執行之處遇措

施，往往涉及醫療專業——首先必須判斷被告有刑法第 19條第 1、2項之情況、

或有酒癮之情況等；其次必須判斷是否有發動相關處遇措施之必要性——因此

實務上認定被告有刑法第 19條第 1、2項之案例，在某些判決（包含簡易判決

處刑）中，只要檢方不爭執，基於有利於被告的考量，確實不乏有憑精神疾症

之病歷、未送請司法精神鑑定而逕認依照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刑（但刑法第

19條第 1項不罰之無罪判決，大多都需要司法精神鑑定結果），但如果要進一

步判決監護處分宣告此類保安處分之判決，幾乎均有進行司法精神鑑定
28
。除了

偵審辦案期限與資源等問題，判決必須詳細交代為何認定有此類保安處分必要

性，如被告不服上訴，亦可能撤銷改判，再加上地檢署執行實務監護處分資源

貧瘠，因此實務上判決認定有監護處分等保安處分處遇必要性之判決數量有限。

此外，許多法官會在送司法精神鑑定時，一併請醫院評估是否有監護處分

之必要，如果鑑定人未答覆，則參考卷證資料綜合判斷
29
。這也是實務上判決監

護處分之案例，多數有送司法精神鑑定之原因。

28、 亦有依照病歷以及行為當時的證人供述、錄影等畫面、現場酒瓶等照片而直接認定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刑事由以及酒癮，判決監護暨禁戒處分之案例，如澎湖地院 105年度易字第
25號刑事判決（後述 Y案例），然此為少數案例，將於下文一併討論。

29、鍾金錦，註 24文，頁 155。

86



3
學術論著

以上開 X案例為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除了判斷 X的精神疾患、影響

行為的精神狀態外，也指出：「如果病患能夠戒酒，定期服用抗精神藥物，

應該可以減緩發生的機會與次數」。亦即，進行該案精神鑑定之醫師認為，

對於 X而言，最好的處遇方式在於戒除酒精濫用之不良習慣、透過投藥減緩

精神症狀，以避免再有暴力、竊盜行為。法院判決考量再犯危險性與治療必

要性後，宣告刑後施以監護處分。

2.例外──未送請司法精神鑑定

實務上仍不乏有憑精神疾症之病歷而於未送司法精神鑑定之情況下，

判決認定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情形而減刑（但刑法第 19條第 1項免刑

之判決，大多都需要司法精神鑑定結果），但如果要進一步判決監護處分，

大多有進行司法精神鑑定。

至於以下未進行司法精神鑑定，而認定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罪責

事由，並判決監護處分與禁戒處分之案例（如以下 Y的案例 30
），則為例外：

Y的家人於偵查中詳述 Y出獄返澎後的所有脫序行為；管區員警也證述

Y平常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只要喝酒便會有諸多脫序與異常行為，是該轄區

頭痛人物，在他酒醒後，警察去勸導，看起來都還聽得進去，但是沒多久又

會去喝酒，「喝完酒就又開始亂」。

偵查中首先調取前案卷宗、從書類系統查閱感訓處分（流氓案件）裁

定、保護令卷宗、向家防官與社會處調被告過往家暴紀錄，釐清 Y過去的暴

力行為紀錄與原因。此外，調閱 Y過往執行卷宗，發現 Y在監期間有精神科

就醫病歷，調閱在監資料、社會處的殘障手冊申請紀錄、歷來病歷等，發現

Y患有思覺失調症（舊病歷為精神分裂症），且有酒癮。

法院審理時，並未送請司法精神鑑定，而依照偵查卷內罪責事由證據

認定 Y於行為時處於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狀態，並認為有判決監護與禁戒

30、 以下案例事實摘自：吳忻穎（2018），吳忻穎觀點：一封來自醫院的信─他們的犯
罪人生不是沒有原因，風傳媒，2017年 3月 28日，連結：https://www.storm.mg/
article/239103 （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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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必要，理由分析如下
31
：

（1）未送司法精神鑑定之理由

「按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

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

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

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是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

客觀情形，認事證已明，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而綜合全部卷證，自為合理推

斷。」

（2）減輕罪責事由判斷依據

法院首先參考被告前科、在監、假釋期間紀錄等資料，認被告於假釋期間

曾經主管機關鑑定因精神分裂症（現更名為思覺失調症），職業社交功能退化，

可在他人部分監護，維持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能力，而認已達身心障礙等級之中

度慢性精神病。

被告的舊殘障手冊因未重新鑑定而遭註銷，但參考被告供述與後續斷斷續

續的病歷資料，認被告經診斷有「亞慢性伴有急性發作，情感型思覺失調症」

及「衝動控制障礙」等症狀，判斷其原領有之身心障礙手冊註銷之原因並非被

告之精神疾病已經復原，而係因未依規定重新辦理鑑定，後來被告因受感訓處

分以及在監執行殘刑期間與社會互動薄弱，又出監後原告並未有經常性及規律

性就醫，認被告已有相當期間未受有完整之精神醫療照護及受協助辦理精神病

重新鑑定。

法院認為，思覺失調症為精神病早期徵兆，倘若未施以一定及持續之精神

治療，難期單純因時間經過而獲得病況改善，依照後續斷斷續續的在監紀錄、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等資料，顯示被告後續幾度被通報家庭暴力行為除係因酗

酒後而引發外，另有因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而為家庭暴力行為之情形。從而認定

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行為時，是因其精神狀況顯然處於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

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況，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

31、澎湖地院 105年度易字第 25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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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減輕其刑。」

（3）監護處分之理由

法院參考被告有上文所述之病史以及家庭暴力通報之紀錄，認定被告

係因酗酒與精神疾病而為一再家庭暴力之行為，「顯示被告對於自我行為之

違法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有顯著降低，且對自身精神疾病病識感不足，其因

精神疾病有暴力行為之傾向，顯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難期其能透過

自我就醫之方式改善精神疾病病況，若非予施以監護處分，顯不足以使其接

受適當精神醫療，復審酌被告另有酗酒之習慣，該習慣與其自身精神疾病相

互加乘後，將使其精神狀態更加惡化，故應一併根治，而認若對被告宣告監

護處分應併與禁戒處分於犯本件違反保護令罪刑刑之執行前執行之為適當，

再衡以中度思覺失調症治療應持續施以一相當期間，始能見效，復參以中度

精神障礙重新鑑定周期為 1年等情，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規定，宣告於

犯本件違反保護令罪刑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期早

日矯治，使被告得順利復歸家庭及社群。」

參、實務運作之現狀、困境與建議

一、司法精神鑑定之實務運作現況與難題

依本文見解，「罪責事由證據」（證明罪責事由之證據）有儘速保全

之必要。然而在刑事訴訟實務上一般認為，如行為具不法性，則推定有罪責，

至於罪責減免事由乃是例外事實，是以檢方的調查通常僅注重「不法性證

據」。

於「罪責事由證據」調查完畢後，由於被告是否有精神疾患、其行為

時之行為是否在臨床上屬於精神疾患之典型症狀，屬於需要精神醫學專業領

域之問題，因此司法實務上通常必須仰仗司法精神鑑定。

在司法精神鑑定方面，檢方現今面臨的困境是經費不足、辦案期間不

足的問題。如同眾所周知的偵查實務窘境——連以掛號寄送傳票的經費都不

足了、許多地區送車禍鑑定的費用也要由當事人負擔——更遑論每件必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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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14,000至 20,000元不等之精神鑑定費用 32
。

此外，司法精神鑑定所需要耗費之時間極長，目前實務上實際上進行司法

精神鑑定之時間通常為一天（大多案件並未鑑定留置），但等候鑑定報告之時

間通常必須 2至 3月以上，礙於辦案期限，如若被告在押，羈押期間偵查中至

多只有 4個月，如果是重大案件而有接押必要，檢察官必須在 4個月內移審。

此外，司法精神鑑定也必須耗費時間與醫院溝通，通常醫院收到公文後，必須

排隊等候 1至 3個月才能安排鑑定。

在時間、經費、資源有限之狀況，加上現今偵查實務大量案件湧入
33
，幾

乎癱瘓地檢署，對於檢察官而言，如果能將不法性證據調查完備，就已經是精

緻偵查了，根本無精力、也沒有誘因對於罪責事由證據進行精緻之調查，更遑

論進行司法精神鑑定。是以，目前實務上於偵查中進行司法精神鑑定之案例極

少，僅有少數重大矚目案件（例如鄭捷殺人案）才有辦法申請經費並委託醫院

儘速優先安排鑑定。

除了上述的實務操作面所遇到之難題外，司法人員看待這些司法精神鑑定

與監護處分等保安處分的觀點也很耐人尋味。目前國內有採取質性研究之碩士

論文訪談法官、檢察官、精神科醫師，其中某些觀點與理論脫節的程度令人「瞠

目結舌」
34
：

對於偵查中司法精神鑑定，有檢察官認為：「必要性的問題⋯⋯我們偵查

的期限比較短，8個月而已」、「有足夠犯罪嫌疑就可以起訴⋯⋯所以說鑑定

不是必要」、「有一些證據的蒐集當然是越快越好，⋯⋯但精神鑑定感覺比較

沒有時效性、急迫性⋯⋯精神病他過一個月他也還是這樣啊。」該質性研究訪

談醫師與法官的觀點，則多認為起訴前即應送精神鑑定為妥，理由主要在於審

判時距離案發時過久，被告記憶已模糊，將影響鑑定之可信度
35
。

32、 此鑑定費用為本文作者實務工作所知悉之價額，各醫院收費略有不同，但大致價額都在 1萬
元以上。亦有同事表示有部分醫院收費更為低廉，然而鑑定品質容有疑慮。

33、 以新北地方檢察署重大專組檢察官為例，107年 1至 9月偵查全股總計偵、他案（不含相案、
其他雜件）共收案超過 730件。

34、以下摘自鍾金錦，註 24文。
35、同前註，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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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司法精神鑑定所需要之證據，受訪之精神科醫師幾乎一致認為，

被告越接近案發時的供述越重要，必須參考涉案過程、警詢與偵訊筆錄、證

人證述、他院病歷資料等
36
；而被告行為前、中、後所表現的一些行為、案

發現場的目擊證人證述、現場鑑定資料，均極為重要
37
。而上開證據，其實

都是第一線司法警察才有機會蒐集的證據，如果偵查中檢察官未指揮司法警

察即時保全，到審判中通常已不可得。如果鑑定人對於被告所掌握的資訊不

足，則較難判斷出一個結論，實務上也有遇到精神鑑定報告品質良莠不齊、

部分鑑定報告過於簡略之困境。

對於監護處分執行之看法，一位檢察官在上開質性研究受訪時，發表

令人瞠目結舌之意見：「應該要減少監護處分，因為每個月醫院會跟我們請

款，都是納稅人的錢，不是免費的。而且每個月都要去巡視，舟車勞頓⋯⋯」

「我手上案例監護處分人有的是偷東西慣犯，這個是最輕微的。有的是殺死

自己媽媽，有的是強姦老婆婆。如果這種人釋放出來，恐怕又是不定時炸彈。

我覺得終身監禁會比較好，判死刑更好。因為無法透過教化手段使其改過。

監護處分就是沒有什麼意義，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治療只是⋯⋯透過

上課、或是透過心理的諮商輔導方式⋯⋯但是問題是那個真的一點意義都沒

有
38
。」

然而，有法官則有不同見解，依照其多年審判經驗，經監護處分後在

犯之情形，並不多見；受訪之 3位精神科醫師多採正面肯定之看法；亦有

受訪之法官、檢察官認為個案狀況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39
。本文認為，發表

上開意見的檢察官，對於監護處分之理論目的與當前刑事政策有所誤會，且

對於精神疾患患者存有偏見，這也凸顯部分實務工作者心態與理論脫節的問

題。

36、同前註，頁 119。
37、同前註，頁 120。
38、同前註，頁 171。
39、同前註，頁 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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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護處分之制度困境

（一）德國、日本之比較法制度對照

保安處分作為一種社會防衛措施，有其去除特定行為人社會危險性與促進

再社會化的社會防衛措施，並非單純對於不法有責行為的處罰
40
。

在現行眾多保安處分手段中，與本文最為相關者，莫過於攸關責任能力

欠缺之「監護處分」。以我國刑事法繼受國德國為例，雖同是採取「刑罰」與

「保安處分」併行之雙軌制裁體系，惟按德國學者 Baumann之見解，德國保

安處分形式上是刑法，但實質上卻是行政法，在整體法律體系上，保安處分是

刑法與行政法之混合，亦即精神障礙者之收容宣告屬於刑事法（刑法、刑事訴

訟法、刑罰執行法），而收容之執行則隸屬於行政法之範疇（散見於各邦之收

容法）
41
。且德國民法就被監護人之收容（人身監護），其父母或監護人，亦

得為被監護人之利益而向民事法院聲請收容
42
。此外，精神障礙者也得選擇自

行至醫院就診、住院治療，依雙方之民事醫療契約而行，毋庸進入司法程序，

自不待言。

然而，保安處分制度並非舉世皆然，如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均無此設

計，惟實踐上仍會透過其他措施以達成矯治精神障礙犯罪人之處遇機能。以日

本為例，由於日本刑法並無規定保安處分之制度，就無責任能力者，則係另以

《心神喪失等の状態で重大な他害行為を行った者の医療及び観察等に関する

法律》43
（因心神喪失等狀態所為的重大危害他人行為者的醫療與觀察法）以

及《精神保健及び精神障害者福祉に関する法律》44
（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礙者

40、 參考：盧映潔（2006），刑事制裁體系：第四講保安處分，月旦法學教室，第 43期，頁
70；蕭宏宜（2006），保安處分與罪刑法定，法令月刊，第 57卷第 4期，頁 12。

41、 J.Bau: Unterbringungsrecht, S.17, 19, 34; Baumann/ Web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9. 
Au�., 1985, S.711.；轉引自：張麗卿，精神疾病犯罪人及精神病患收容要件的探討，註 5書，
頁 182-183。

42、參考張麗卿，精神疾病犯罪人及精神病患收容要件的探討，註 5書，頁 182-210。
43、 條文全文請詳見：http://www.kansatuhou.net/01_nyumon/04_00mokuji.html，最後瀏覽日：

2018年 11月 5日。
44、 條文全文請詳見：http://www.kansatuhou.net/10_shiryoshu/02_01seisinhoken_hou.

html，最後瀏覽日：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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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法）兩套規範予以處遇。差別在於執行面上，前者，須精神障礙者犯下「重

大他害行為」（殺人罪、放火罪、強盜罪、強制性交、傷害罪），性質略接近

保安處分；後者，規範體例則與我國之「精神衛生法」接近
45
，屬行政法之範疇。

（日本：醫療觀察法架構
46
）

惟早在 2005年刑法修正之前，已有論者 47
提及，並非所有先進國家對無

責任能力而無法處罰之精神障礙犯罪人均有保安處分制度，甚至認為監護處分

事實上常找不到收容及治療之適當處所，將致使法官採取保護管束處分替代

之
48
，故該論者認不如直接廢除監護處分，並把精力放在強制住院制度的診斷

與審查程序的修訂以及治療內容的改善。

45、 關於日本《因心神喪失等狀態所為的重大危害他人行為者的醫療與觀察法》之歷史、架構，
可一併參照，吳景欽（2008），日本法對於精神障礙犯罪者的處遇於我國之參考，刑事法雜
誌，第 52卷第 4期，頁 99-126。

46、 本則圖表轉引自日本厚生労働省網站：https://www.mhlw.go.jp/�le/05-Shingikai-12201000-
Shakaiengokyokushougaihokenfukushibu-Kikakuka/shiryou2_15.pdf，最後瀏覽日：
2018/11/05。該法架構除限制「重大他害行為」始落入刑事法領域予以處遇。如行為時有精
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偵查時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審判時則由法官判決無罪，並由檢察
官聲請入指定之醫療機關鑑定觀察，而後再由各地方法院法官與精神衛生裁判員組成之合議
制審查，除經認定應由《醫療觀察法》（刑事法範疇）處遇外，如處遇終了或經地方法院與
精神衛生裁判員組成之合議庭判定不予處遇時，則回歸《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礙者福祉法》（行
政法範疇）之適用。

47、 李茂生（2003），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
頁 111-112。

48、 尚有因刑法第 92條規定，得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之法律效果，惟未規定得於何條件下
方得替代之明確性疑慮，參考楊添圍（2018），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犯罪者之處遇，月旦醫
事法報告，20期，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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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監護處分之實務困境

僅就現行監護處分之目的實現、判斷時點以及執行層面而言，現行制度不

以「刑前監護」為原則，反係將精神障礙犯罪者先執行刑罰，但此對病情有害，

且因其對刑罰的感受性亦較差，執行刑罰的「再社會化」目的不容易實現，已

有未妥；再就監護之處所包含慈善團體以及最近親屬，只能為消極的監視，如

無監督定期就醫回診，未必得為積極的治療，為貫徹監護處分的醫療本質，監

護處分處所應限於專門的監護處所為宜
49
。

而鑑定時點之調查，已有文獻指出，倘鑑定時間離被鑑定人之行為越遠，

於被鑑定人回憶時難免有誤差，遑論思覺失調症患者認知功能更差，影響鑑定

結果之可信度，故建議於偵查初期若發現有此需求時即加以鑑定為宜
50
，並於

移送「責任能力鑑定」（指向過去）時，亦得就行為人之「再犯可能性鑑定」（指

向未來）進行「危險性評估」（Risk Assessment），不再從刑罰出發，而代之

以矯正或醫療的觀點，對精神障礙犯罪者進行「特別預防」
51
。

至於執行期間，刑法第 87條規定 5年為其上限，但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28

條未相應修正，故於執行完畢後精神障礙之犯罪人情況未好轉，是否得以延長？

目前實務雖認為不得延長，否則 2005年之修正即無意義，遂有學者認為可以

比照德國法以 3年作為之監護處分之基本期限，但得視情形延長監護兩次，1

次 1年，共計 5年上限，以利實務靈活適用 52
。惟實務上有檢察官指出，因修

法之故，執行中或執行完竣時已無利器對抗不按監護流程接受治療以及危險性

未減輕、根除之精神障礙犯罪者
53
。反面言之，若一律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科以

最高 5年監護處分後，再依刑法第 98條 1項規定、保安處分執行法的 28條 1

項規定，將監護處分變更宣告為保護管束。惟此僅限於「限制責任能力之精神

障礙犯罪者」，且長期監護並不利於治療，且有害於復歸社會目的之達成
54
。

49、參考張麗卿，精神疾病犯罪人及精神病患收容要件的探討，註 5書，頁 218-220、。
50、整理自：鍾金錦，註 24文，頁 107-109。
51、參考楊添圍（2017），精神鑑定之實務與挑戰，月旦醫事法報告，第 9期，頁 14-15。
52、參考張麗卿，精神疾病犯罪人監護的執行，註 5書，頁 327-329。
53、參考鍾金錦，註 24文，頁 175-176。
54、 參考張麗卿，精神疾病犯罪人監護的執行，註 5書，頁 322-325。；鍾金錦，註 24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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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執行期滿後之困境，因欠缺轉銜機制，使得後續治療無以為繼。理由是，

監護處分納入健保，有改用非原廠藥及核刪等問題，有使醫療機構陷入財務虧

損之風險甚至影響治療成效；且承接監護處分之醫療院所需投入戒護人力、社

工、醫護人員，易滋生管理上之困擾，若非公立大醫院難以為繼，影響承接意

願
55
。

依法務部最新統計資料，我國保安處分執行數據，可整理如下表所示
56
：

依此，我國近年監護處分之執行總數僅200件左右，然或許囿於前揭因素，

執行監護處分有其事實上之困難；加以刑法第 92條規定，得以「保護管束」替

代「監護處分」，且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4條復未限定保護管束之執行人以醫療

機構為限，制度上容許遁入保護管束之範疇。故保安處分最為大宗之「保護管

179。
55、整理自：鍾金錦，註 24文，頁 179-187。
56、 詳見：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299，《法務

統計年報（106年）》「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保安處分情形」之資料，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1月 5日。

95



責
任
能
力
調
查
與
監
護
處
分
執
行
現
況
之
探
討

矯政期刊　第 9卷第 1期 民國 109年 1月

束」，不排除「存有本應受監護處分卻因執行困難而改採保護管束處遇」之情

形。

（三）責任能力與監護處分之關聯

本文認為，比較法上有無保安處分制度其實並非重點，而是國家如何就精

神病患予以適當處遇的問題。蓋因精神病患依其所罹患之病症及發病進程，未

必均有攻擊性或會對社會肇生危害，依「罪責原則」之要求及「特別預防理論」

之貫徹，理應僅有合於刑事法上之犯行始應落入刑事執行之範疇，其餘則落入

民事醫療契約（自行就醫），甚或精神衛生法之強制就醫（自傷或他傷之虞）

之領域。精神障礙者非有足以達到刑事不法程度之行為，即不應交由現行刑事

監護處分予以處遇。

況依「功能最適」理論，國家功能應衡量系爭事務之特性、當前國家機關

組織結構、正當性基礎、針對系爭事務決定所採用之程序與方式，何機關最有

資格、最合適做出正確決定
57
。是以，就監護處分之刑事執行而言，此固係依刑

事訴訟法而由法務部編制內之檢察官執掌，然就後續監護處分之核心內容，尤

其是精神疾病之改善與心理健康之維護，本係衛生福利部之業務（此亦係精神

衛生法之主管機關為衛福部之緣故），僅因有刑事不法行為才轉由檢察官指揮

處理，實無從解免衛福部之協力義務。

另比較 107年度中央機關歲出總預算 19917.7億中，司法院（221億）與

法務部（320億）預算，合計約占 107年度歲出總預算的 2.7%（且法務部的經

費並非只分給檢察體系，法務部下還包含獄政、廉調機關、國際與兩岸事務、

法制等各類事務），但衛福部 (2173億 )預算則占 10.9%，兩者竟差距達 4.03

倍之多
58
。故就精神病患之監護處分而言，尤需衛福部之資源，始較能提供適宜

之處遇資源。

57、 黃舒芃（2006），「功能最適」原則下司法違憲審查權與立法權的區分德國功能法論述取向
(funktionell-rechtlicherAnsatz)之問題與解套，政大法學評論，第 91期，頁 116-119。

58、 參照《中華民國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https://www.dgbas.gov.
tw/public/data/dgbas01/107/107Btab/107B%E6%AD%B2%E5%87%BA%E6%A9%9F%E9%9
7%9C%E5%88%A5%E9%A0%90%E7%AE%97%E8%A1%A8(%E9%A0%90%E7%AE%97%E6%
9B%B8).PDF ，最後瀏覽日：2019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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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論與實務運作之建議

（一）偵查階段之罪責事由調查與司法精神鑑定

依照本文之見解，對於非顯然詐病之精神疾患者犯罪之運作模式建議詳如

以下流程圖（圖為本文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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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者在於，如果罪責事由證據明確而得自為判斷之情形，例如案

發前、中、後之證據已可顯示被告限於精神障礙而嚴重影響其辨識與控制能力，

且被告有精神病史等情況，為節省司法資源，或可選擇不送司法精神鑑定而自

為判斷。

至於執行面上，目前全國各地之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院所，均由各地檢署

自行設法解決、自行尋找醫院簽約，然而面對遭醫院拒絕、病床數不足等資源

與經費困境，因此理想上宜如上圖右上角所示，由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共同解

決此等問題，並由衛生福利部協助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院所方為正辦。

（二）保安處分之執行

1.合作醫療機構之確立（為個案尋找適合之醫療機構）

以澎湖地檢署為例，該署自 105年起始開始與相關醫院與衛生局等單位合

作，依照保安處分執行手冊規定簽約並報請高檢署核備，原因在於費用由高檢

署編列之預算支付，因此個案送至委託醫院時務必確認是否簽約以及契約效期，

另建立簽約作業等相關流程
59
：

1. 如簽約醫院床位不足或有其他無法收治情事：再與其他醫院洽談，進行

簽約程序。

2. 契約均為二年一約，執行科必須將契約到期日列為管理項目，契約到期

後書面通知醫院即自動續約。

本文認為，上開運作方式雖然係依照法務部關於保安處分執行之規範所

為，而該手冊竟然規範由各地檢署自行尋找醫療院所合作，這在實務運作面上

導致檢方業務繁重且限於找不到合作單位、病床不足、醫院提出之治療項目經

費可能遭到檢察機關上級核刪之困境。此外，除監護處分以外，同樣也需要由

醫療專業機構執行之禁戒處分目前處於無經費之狀態
60
，而必須向受處分人或

其扶養義務人收取，如無法收取時，必須從地檢署刑事案件偵查及執行業務費

59、 以下資料節錄並整理自澎湖地檢署 106年度第 1次檢察官會議紀錄附件 4：澎湖地檢署保安
（監護及禁戒）處分之執行流程。

60、關於此問題，參見吳忻穎，註 3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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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支應，然而，全國各地檢署面對的是經費不足的問題，根本無力支付該

筆經費。

法務部身為司法行政機關，理應與醫療院所之行政主管機關（衛生福

利部）共同思考對策，透過修法課以衛生福利部襄助之義務，並解決制度在

司法實務運作上無法落實之問題（理想之模式如以上流程圖右上角部分）。

2.從偵查到執行的連貫流程

實務上監護處分、禁戒處分等保安處分之執行之詳細流程係依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編印之「刑罰執行手冊」
61
第三章處理。然因該規範內容僅有

寥寥數頁，在執行上，委託醫療機構部分之業務，法務部並未與衛生福利部

為整體的計劃，而是交由各地檢署自行尋覓醫院簽約，實務困境已如前述。

此外，執行方式是由各地檢署向醫院簽約，在執行細節上，各地檢署

可能略有差異。以澎湖地檢署之經驗為例，執行流程詳如【附圖】所示。

若在偵查階段，地檢署有經費與資源進行司法精神鑑定，收到精神鑑

定報告後，應可初步判斷被告是否確實罹患有精神疾患。此外，由於偵查階

段是整個刑事司法程序中最接近案發時之時點，較能掌握被告在案發時與案

發後幾個月內之狀態，有助於與審判中觀察被告之狀況，並輔助法院對於保

安處分之事由與必要性之判斷，亦有利於判決後、執行前由執行檢察官與醫

療院所專業人員評估並比較受監護處分人之精神狀態、病況、酒癮改善或惡

化與否，採取最佳之處遇措施。

肆、結論

一、 證據區分為「不法性證據」與「罪責事由證據」，前者係指證明犯罪行

為不法構成要件之證據，後者則指阻卻或減免罪責事由之證據。目前偵

查實務之證據調查側重於前者之調查，然而就「罪責事由證據」而言，

被告越接近案發時的供述與表現越重要，必須參考涉案過程、警詢與偵

61、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印，刑罰執行手冊，2018年 4月修訂版，頁 2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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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筆錄、證人證述、他院病歷資料等；而被告行為前、中、後所表現的一

些行為、案發現場的目擊證人證述、現場鑑定資料，均極為重要。而上開

證據，其實都是第一線司法警察才有機會蒐集的證據，如果偵查中檢察官

未指揮司法警察即時保全，到審判中通常已不可得。偵查實務上一般認為，

如行為具不法性，則推定有罪責，至於罪責減免事由乃是例外事實，是以

檢方的調查通常僅注重「不法性證據」。然而本文認為，檢察官之調查義

務除了不法性證據外，考量某些罪責事由證據有即時保全之必要性，是以，

於偵查中至少應有保全義務以及初步調查之義務。此外，精神科醫師不具

有偵查權限，是以，司法精神鑑定並不能取代罪責事由之證據調查；如未

進行完足之罪責事由證據調查，也不可能導出正確的精神鑑定結果，甚至

可能出現無從判斷之情況。

二、罪責事由證據之範圍：

（一） 「涉案當時」之概念具體內涵應該包括三個階段：1.行為前之實際準備

動作；2.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3.行為後之立即反應，如企圖逃避、掩

飾犯行或湮滅證據等。

（二） 輔佐判斷證據——品格與生命歷程證據：在思考決定是否、如何調查罪

責事由證據、以及有無調查必要、判斷行為人是否有精神症狀病進而影

響行為時，「品格證據與生命歷程證據」則為關鍵。

三、 於「罪責事由證據」調查完畢後，由於被告是否有精神疾患、其行為時之

行為是否在臨床上屬於精神疾患之典型症狀，屬於需要精神醫學專業領域

之問題，因此司法實務上通常必須仰仗司法精神鑑定。然而，目前司法實

務面臨的困境是，資源、經費不足，加上部分司法人員欠缺此方面之正確

觀念，著重辦案期限、管考等「表現」，因而偵查中欠缺妥速調查罪責事

由證據與送司法精神鑑定之「誘因」。本文認為，如果個案並非顯然詐病，

基於司法人員之專業判斷認為有送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之必要時，送精神鑑

定之時點以偵查中為妥，理由主要在於審判時距離案發時過久，被告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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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模糊，將影響鑑定之可信度。因此，法務部與有關部門應正視此問題，

解決經費、資源（包含整合醫療資源）、案件管考與檢方體系所存在的

問題。至若罪責事由證據明確而得自為判斷之情形，例如案發前、中、

後之證據已可顯示被告陷於精神障礙狀態而嚴重影響其辨識與控制能

力，且被告有精神病史等情況，為節省司法資源，亦得不送司法精神鑑

定而自為判斷。

四、 若於偵查階段，地檢署能夠有經費與資源進行司法精神鑑定，收到精神

鑑定報告後，應可初步判斷被告是否確實罹患有精神疾患。此外，由

於偵查階段是整個刑事司法程序中最接近案發時之時點，較能掌握被告

在案發時與案發後幾個月內之狀態，有助於與審判中、執行前之精神狀

態、病況、酒癮改善或惡化與否為比較之評估。此外，如檢察官在偵查

中進行初步的罪責事由證據調查與司法精神鑑定，有助於審判程序中觀

察被告之狀況，並輔助法院對於保安處分之事由與必要性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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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以下保安處分流程圖摘自澎湖地檢署保安處分流程第 102至 105頁。

一、刑前監護／刑前監護併執行禁戒處分／禁戒處分刑前監護、刑前禁戒、刑前監護+禁戒（人犯未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執

保） 

執保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1.） 

有門診必要： 

發函予警局，由員

警陪同就診。 

無門診必要： 

定期傳喚到署，

開指揮書，送澎

湖醫院執行。 

函覆評估結果： 

定期傳喚到署，開

指揮書，送澎湖醫

院執行。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禁戒人。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受刑人按時寄送就診收據、 

派出所按時函覆報到狀況。 

（禁戒） 

函醫院、警局、受刑

人， 

改以定期門診+報到替

代。（例稿連結 2.） 

 

（例稿連結 2.） 

（監護、監護+禁

戒）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 

澎湖醫院不收治 

刑前監護、刑前禁戒、刑前監護+禁戒（人犯未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執

保） 

執保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1.） 

有門診必要： 

發函予警局，由員

警陪同就診。 

無門診必要： 

定期傳喚到署，

開指揮書，送澎

湖醫院執行。 

函覆評估結果： 

定期傳喚到署，開

指揮書，送澎湖醫

院執行。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禁戒人。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受刑人按時寄送就診收據、 

派出所按時函覆報到狀況。 

（禁戒） 

函醫院、警局、受刑

人， 

改以定期門診+報到替

代。（例稿連結 2.） 

 

（例稿連結 2.） 

（監護、監護+禁

戒）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 

澎湖醫院不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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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前監護、刑前禁戒、刑前監護+禁戒（人犯在押）流程簡圖： 

   

公 

訴 

階 

段 

 
 
 

 

 

 

 
 

執 

行 

階 

段 
 
 
 
 
 
 
 
 

協商： 

公訴股檢察官先行通知

將判以保安處分。 

公訴蒞庭字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4.） 

有門診必要： 

開立提票，由法警或員警

戒護。 

無門診必要： 

分執保案號，開

指揮書，澎湖監

獄逕送澎湖醫院

執行。 

函覆評估結果： 

分執保案號，開指

揮書，澎湖監獄逕

送澎湖醫院執行。 

（監護、監護+禁

戒）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禁戒） 

函醫院、警局、受刑人， 

改以定期門診+報到替

代。 

（例稿連結 2.） 

 

受刑人按時寄送就診收據、 

派出所按時函覆報到狀況。 

澎湖醫院不收治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禁戒人。 

非協商： 

公訴股檢察官於公訴階段先行通

知可能有案件要判保安處分。 

執保字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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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後監護（人犯未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 

傳喚到署執行本刑 

執字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5.） 

函覆評估結果：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

書，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無門診必要：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書，

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9）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人。 

澎湖醫院不收治 

認宜移轉凱旋 

有門診必要： 

發函予警局，由員

警陪同就診。 

（例稿連結 6.） 

二、刑後監護處分
刑後監護（人犯未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 

傳喚到署執行本刑 

執字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5.） 

函覆評估結果：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

書，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無門診必要：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書，

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9）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人。 

澎湖醫院不收治 

認宜移轉凱旋 

有門診必要： 

發函予警局，由員

警陪同就診。 

（例稿連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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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後監護（人犯在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 

開指揮書送澎湖監獄執行 

執字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5.） 

無門診必要：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書，

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函覆評估結果：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

書，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澎湖醫院不收治 

認宜移轉凱旋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9）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人。 

有門診必要： 

提票由法警提人犯，（視個案必要）發函予

警局，由員警戒護就診。（例稿連結 6.） 

刑後監護（人犯在押）流程簡圖： 

   
  

收受執行卷（執字）： 

開指揮書送澎湖監獄執行 

執字案號： 

發函：請澎湖醫院評估有

無門診必要。 

（例稿連結 5.） 

無門診必要：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書，

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函覆評估結果： 

分執保案號，開指揮

書，發函（例稿連結

7.） 

送澎湖醫院接續執行。 

 

澎湖醫院不收治 

認宜移轉凱旋 

轉凱旋醫院收治，儘

速聯繫凱旋醫院。 

（例稿連結 8、9） 

囑託雄檢代執行每

月訪視。 

（例稿連結 3） 

每月至澎湖醫院訪視受

監護人。 

有門診必要： 

提票由法警提人犯，（視個案必要）發函予

警局，由員警戒護就診。（例稿連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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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建盛

1996年施行的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案」是一部解決受刑人藉用司法救

濟以濫訴方式對抗監獄行政管理的法案
1
。自 1960年代，美國法院為保障受刑

人公民權，開始介入監獄管理並審查受刑人的在監處遇。然而，受刑人濫訴導

致訴訟案件數量上遽增、在訴訟的性質上流於輕浮、惡意或枝微末節。

至 1990年代，受刑人之濫訴使得美國社會大眾普遍地認為：當司法權過

度地干涉監獄行政權時，將導致監獄的行政職權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弱

化、耗費司法資源等諸多弊病
2
。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案」一改之前法院過度

介入監獄行政管理的狀況。法案中的措施，諸如：限制法院提供受刑人預防性

救濟、受刑人提起司法救濟前須先窮盡所有的行政救濟程序、禁止受刑人單純

地提起精神或情緒傷害的訴訟、規定受刑人的律師費用、受刑人需繳交全部訴

訟費用、法院審查起訴內容，若為輕浮或毫無法律意義或無價值者可不待審理

而駁回起訴，以及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的三振條款等，皆是用以抑制受刑人濫

訴的措施
3
。

本文認為，監獄所涉及的係矯治犯罪人偏差行為的專業事務，監獄內紀律

秩序的維持屬於高度專業性的問題，監獄本於行政職權的行政行為理應獲得司

1、 See generally JOHN BOSTON,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 2012)；Lynn S. 
Branham, Toothless in Truth - The Ethereal Rational Basis Test and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s Disparate Restrictions on Attorney's Fees, 89 CAl. L. REV. 999, 999-1053 (2001).

2、 行政職權指：「行政機關或其首腦執行用以創設該行政機關的法律所規定的權力以及制定該
機關的行為規則的權力。」參見薛波，元照英美法詞典，見詞條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初版，(2003)；"Administrative authority"或有譯為「行政權」、「行政權力」與「行政職
權」，本文採「行政職權」，係因「職權」一詞較「行政權」或「行政權力」更為指涉個體
具體而微之行為，即監獄機構中的人員本其職責為實現監獄被賦予的社會功能與目標，所從
事的專業管理行為。關於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中保障監獄的行政職權的說法，See Lynn 
S. Branham,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s Enigmatic Exhaustion Requirment: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ngress, Courts and Correctional O�cals Can Learn from It, 86 CORNELL L. 
REV. 483, 513 (2001) (for example:" The �rst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authority by giving the agency the �rst opportunity to resolve a controversy before a court 
intervenes in the dispute.") .

3、BOSTON, supra note 1, at 37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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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較大的尊重。當受刑人以司法救濟作為對抗監獄行政管理的工具時，實

有必要限制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以確保監獄的行政職權不因司法權的過度介

入而弱化。

另外，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的立法，呈現出在司法、行政兩者權力分

立的架構下，司法權尊重監獄行政權、尊重監獄行政專業的意義，深值我國司

法實務參考之價值。

關鍵字： 濫訴、監獄訴訟改革法案、行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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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Restrict Frivolous Litigation 
by Prisoners

DOI：10.6905/JC.202001_9(1).0004

Abstract                                      Chien-Sheng Wang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enacted 
in 1996, is a bill that restricts the prisoners to bring nonmeritorious and 
frivolous lawsuits against prison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1960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ivil rights of the inmates, the US courts began to intervene in 
examining the prison conditions. Then, the problem of frivolous litigation 
of the inmates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sought to reduce frivolous litigation by prisoners. 

In 1990s, the public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when the court excessively 
interference into the nation’s prison administrations, it will lead to: the 
erosion of official authority of correctional system, burdening the caseload 
for courts, etc.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imposes strict limitations 
on when inmates could file lawsuits, such as: limitations on prospective 
relief, 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the bar on actions for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y without physical injury, stipulates the attorney's fees 
for the inmate, and requires prisoners to pay court filing fees in full, the 
indicted person must pay all the costs of the litigation, the cases will be 
dismissed for being frivolous or malicious, or for failing to state a claim, 
and three strikes provision.

The prisons that incarcerate people should be highly esteemed due to 
its professionalization. Due to the frivolous lawsuits harassing correctional 
personnel, a court shall not grant any prospective relief unless such 
relief is narrowly drawn and extends no further than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violation of the Federal right, and the inmate has already exhauste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To stop the micro-management of the prisons by 
federal courts, to ensure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authority will not be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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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islation of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also shows the spirit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judiciary respects the pris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

Keywords :  Frivolous litigation,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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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 03月 25日新聞報導：「台首例！受刑人控唱軍歌違法。法官

判勝訴。⋯⋯如果最後定讞，恐影響監獄的管理措施。
4
」這件判決將不只

影響監獄管理，其背後更代表著：法院介入監獄中的爭議，將導致監獄的行

政職權弱化。

大法官釋字第 755號對於受刑人司法救濟所適用的範圍擴及「監獄處

分或其他管理措施
5
」；然而，釋字中所規定的適用要件係「不法侵害其憲

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侵害非顯屬輕微」等原則卻是頗有爭議，這涉及

到司法審查
6
的範疇。以上述新聞中受刑人指控唱軍歌違法的判決為例，其

判決中不採綠島監獄所答辯：「要求被告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

等，係以基本禮儀，培養遵守紀律之觀念，為監獄管理之必要，原告另有其

他活動時間 30分鐘，無剝奪其權益⋯⋯。7
」法官在判決中僅訴諸關於「受

刑人如軍人般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等措施⋯⋯與監所矯正之目

的，乃欠缺關聯。
8
」從判決文觀，該司法審查係訴諸於「手段暨目的關聯

性之審查」
9
。然而，該判決實僅窺監獄的職能於「監所矯正」一個面向，

而忽視培養受刑人遵守監獄紀律，實為監獄中職員與全體受刑人生活安全的

基本要素，紀律更為教化矯正的磐石
10
。當司法審查監獄事務時，法院一方

是否真能認知到相關行政行為與管教方式是否符合監獄存在的功能與目的，

4、 張國欽，台首例！受刑人控唱軍歌違法 法官判勝訴，中時電子報，2019年 3月 25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25001765-260402?chdtv（最後瀏覽
日：2019年 4月 2日）。

5、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文第 2段。
6、 關於法院以審查政府其他部門的行為是否合法之有關爭議討論。參見高仁川，美國行政救
濟理論發展之趨勢－以環境訴訟上之科學議題為中心，行政院 102年「我國及德法美國行
政救濟制度之探討與比較」學術研討會，行政院法規會主辦，頁 136-139（2013年 9月 6
日）。

7、參見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6年度簡字第 18號行政訴訟判決。
8、同前註。
9、 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收於：憲法解釋之理論
與實務 (第六輯 ) (下冊 )，頁 611（2009年）。

10、 學者指出 :「犯罪矯正實務顯示，紀律之良窳關係整個矯正計畫之推行與戒護安全⋯⋯。」
參見林茂榮、楊士隆，監獄學：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9版，頁 179（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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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有疑義
11
！監獄行政有其特殊性，依「尊重行政原則」

12
，司法機關應避免過

度地介入監獄行政管理。

另一方面，濫用司法救濟係受刑人常用以對抗監獄管教之工具、手段。目

前，我國以司法審查監獄行政管理是否適當，相當於美國法院干預監獄管理的

「干預策略」（hands-on policy）13
時期。於 1964年Cooper v. Pate14

訴訟案中，

認為受刑人等同於一般人可以接近法院、利用司法資源，這被視為符合憲法上

的平等原則。但這個理念被適用於監獄場域時，卻導致受刑人常濫用司法救濟

來對抗監獄中的處遇、管教，其訴訟標的或爭點常是無價值、牽強附會、半真

半假甚至虛偽捏造的濫訴 ( frivolous lawsuits)15
。

當受刑人對監獄行政一方濫訴時，影響到監獄這個系統本被賦予的行政

職能：隔離、懲罰、剝奪、矯治。也常導致監獄行政一方進入法院時，處於不

利的角色
16
。法院對監獄日常大大小小事務進行裁決，常被美國公眾譏諷地稱

為「帝王的裁判」( imperial judging) 17
。監獄的行政職權弱化，社會大眾對於

受刑人提起司法救濟逐漸有了負面的看法。美國國會與行政機關也認知到，法

院過度介入監獄事務將會有以下的惡果：使得監獄行政人員暴露在被濫訴的風

11、 「那些缺乏理解的批判會透過將一個複雜的概念給壓扁，來摧毀這個概念⋯⋯」參見 Pierre 
Bourdieu著，陳逸淳譯，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頁 264（2012年）。監獄
場獄中所存在的各種複雜、潛藏、隱微的動機、行為，其與表面上的管理行為相互對偶。僅
依法條文本或烏托邦式揭櫫的理想為依據，管窺及判斷監獄場域的管理是否適當，將導致脈
絡斷裂般的理解及錯誤裁決。

12、 高仁川（註 6），頁 136-139；「監獄為具有高度目的性之矯正機構，為使監獄能達成監獄
行刑之目的，監獄對受刑人得為必要之管理措施，司法機關應予較高之尊重。」參見司法院
釋字第 755號解釋理由書第 9段。

13、 See generally Barry R. Bell, Prisoners' Rights, Institutional Needs, and the Burger Court, 72 VA. 
L. REV. 161, 161-193 (1986).

14、Cooper v. Pate, 378 U.S. 546, 546 (1964). 
15、 Carl Sifakis, Frivolous prisoner lawsuit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RISONS,95, 

95-97 (Carl Sifakis eds., 2014).
16、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引註 8:「美國在 1996 年制定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PLRA)，對於受刑人之向法院起訴，增加了應先窮盡行政內部救濟程
序（exhaustion of available administrative remedies）的要求，採取了類似我國的訴願前置
主義，可說是一般訴訟要件的例外。⋯⋯其主要考量及目的也是在減少受刑人之濫訴，並對
抗許多法官之過度同情受刑人。」

17、 "Imperial judging "一詞，係有專制、獨裁式的審判之意。在此，意指不尊重行政職權、行
政專業的司法審判。See Margo Schlanger, Inmate Litigation. 116 HARV. L. REV. 1555, 155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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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中、影響監獄日常管教、對監獄秩序會造極大的破壞、進而影響社會安

全
18
。社會開始呼籲限縮受刑人提起司法救濟的權利。

1995年，美國國會著手制定「監獄訴訟改革法」(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簡稱 PLRA)，該法案於 1996年 4月 26日簽署成為聯邦法律。

「監獄訴訟改革法」係做為受刑人對監獄中所受到的相關處遇，認為有侵害

其權益時，提起訴訟的方式。該法的設計目的是為了減少受刑人的浮濫訴訟 

(non-meritorious prisoner lawsuits)，法條名稱中的「改革」(Reform)一詞，

並不意謂著提供受刑人從未享有的司法救濟制度。相反地，是限縮受刑人原

本即可提出司法救濟的規定。改革受刑人浮濫地運用司法救濟對抗監獄行政

人員的狀況；改革司法過度地干涉監獄行政職權的困境。

貳、美國受刑人進行司法訴訟的沿革及影響

一、民權法為最初美國司法介入監獄管理的主要依據

受刑人提起司法救濟主要係依據民權法案中的一個增補法條「被剝

奪權利者訴訟條款」( Civil action for deprivation of rights, 42 U.S. Code 

§ 1983)19
。美國的民權思潮原本與監獄管理是無關的，其主要涉及消除

社會的種族、宗教等的歧視與隔離，卻意外地成為司法最初介入監獄管理

的依據。1964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Cooper v. Pate20
判決中，伊利諾

州監獄一名黑人穆斯林被監獄當局拒絕購買某些宗教出版物，無法享有與

其他受刑人相同宗教上的權利，該受刑人依「被剝奪權利者訴訟條款」

（42USC§ 1983)提起訴訟而獲得勝訴，成為美國法院終結對監獄管理的放

任政策（hands-o� policy）之始。其後，受刑人依據「被剝奪權利者訴訟條

款」所提的訴訟並不少，這些訴訟被統稱為「被剝奪權利者之§ 1983訴訟」

18、Id. at 1560.
19、42 U.S. Code § 1983(2012).
20、Cooper, 378 U.S. at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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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lawsuits)21
。

二、「機構中收容者的公民權利法案」導致受刑人訴訟量遽增

未制定「監獄訴訟改革法」前，受刑人對監禁機關的訴訟方式是依據「機

構中收容者的公民權利法」( The Civil Rights of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

簡稱 CRIPA)。「機構中收容者的公民權利法」制定於 1980年，其規範的對象

不僅僅是受刑人，尚保障在療養院、安養機構、精神療養機構和特殊障礙者機

構中之收容人的公民權。該法的執行是由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機關「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 DOJ)負責，該機構並非司法機關而係行政機關，

類似我國的檢察機關，其理念係基於為處於機構中弱勢的收容者提供充分的權

利保障
22
。

然而，「機構中收容者的公民權利法」卻意外地導致受刑人的訴訟量劇增。

原本監獄的內部申訴程序若獲得司法部長和聯邦法院的認證，則受刑人必須窮

盡內部申訴程序後，才可以請求司法部協助其向法院提出司法救濟。卻很少有

矯正機構的內部行政救濟程序能獲得認證，並且很少有聯邦法官有意願對監獄

的申訴機制進行認證。監禁人數增多及「機構中收容者的公民權利法」提供受

刑人訴訟管道後，受刑人的訴訟數量便不斷增加。

從訴訟數量來看，根據「被剝奪權利者之訴訟條款」提起的州監獄受刑人

訴訟，從 1972年的 3348件至 1996年增加到 42,522件，訴訟案件數量增加了

1153％；同時，1972年美國有 174,379位受刑人至 1996年收容人數是 1,076,625

位，人口增加了 517％ 23
。

通過「監獄訴訟改革法案」後，受刑人的訴訟量陡降。2001年全國監禁

21、 William Bennett Turner, When Prisoners Sue: A Study of Prisoner Section 1983 Suits in the 
Federal Courts, 92 HARV. L. REV. 610, 610 (1979)；Cindy Chen.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Doing Away with More Than Just Crunchy Peanut Butter,78 St. John’s L. Rev. 
203, 205 (2004).

22、BOSTON, supra note 1, at 174.
23、 Brian J. Ostrom, Roger A. Hanson & Fred L. Cheesman, Congress, Courts and Corrections: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78 NOTRE DAME L. REV. 1525, 
15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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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相較於 1995年增加了 23％，但受刑人提交的訴訟數量卻下降 43％，

這是「監獄訴訟改革法案」通過後產生的明顯效果
24
。見所引用下圖： 

資料來源：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60.

從訴訟性質上看，許多訴訟係受刑人利用司法權來對抗監獄管教的工

具。1964年的公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原本關注於種族隔離、

歧視等社會問題
25
。然而，後來許多受刑人的訴訟卻與公民權相乖離，有受

刑人訴訟標的是：爭論他所買到花生醬是帶有顆粒的而非原本選購的無顆粒

的花生醬、聲稱被迫聽機關所撥放的音樂為一種折磨、所購買的毛巾顏色不

符、控訴監獄官員弄丟了他的網球鞋、被監獄理髮師剪壞頭髮等。多以毫無

根據、枝微或價值甚微的訴訟 (  little or no merit ) 干擾監獄秩序、對付監獄

行政人員
26
。

受刑人的訴訟數量幾近是一種泛濫 (�ood)；訴訟性質方面，受刑人的

24、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59-1560.
25、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https://www.nps.gov/articles/civil-rights-act.htm (last visited 

Feb. 12, 2019).
26、Chen, supra note 21, at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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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流於濫訴。為了控制受刑人浮濫地提起司法救濟，國會提出了「停止受刑

人訴訟濫用法案」(Stopping Abusive Prisoner Lawsuits Act) 以及佛羅里達州的

「停止受刑人提早釋放法案」(Stop Turning Out Prisoners Act，The 85 Percent 

Rule)27
，其主要目的在：要求法院考量是否接受有關監獄處遇的訴訟時，須基

於「必要性原則」 (no further than necessary)，非不必要不應受理。這兩項法

案可視為「監獄訴訟改革法案」的前身，直至國會以壓倒性的兩黨支持通過「監

獄訴訟改革法案」
28
。該法完整地規範受刑人的訴訟方式，才真正的抑制受刑

人的濫訴。

參、「監獄訴訟改革法案」介紹

一、「監獄訴訟改革法案」制訂目的

「監獄訴訟改革法案」的制定係為達到下列幾點目的
29
：

（一）減少受刑人對監獄行政人員濫訴

當監獄行政人員成為受刑人訴訟的標靶，監獄管理的效能無疑地會受到很

大的影響。沒有任何監獄行政人員願意克盡職責，卻導致無端地上法院為自己

辯白。被受刑人提起訴訟意謂著惹上麻煩。監獄為制裁犯罪者的場域。然而，

當受制裁的犯罪者運用司法權，反過來對付「制裁犯罪者場域中的行政人員」

時，那麼誰是最終的被制裁者？最後犧牲了什麼？

（二）允許矯正機構先行解決爭議

該法中之窮盡行政救濟程序係允許矯正機構能自身解決爭議。以簡易、快

速的方式解決問題，避免爭議進入法院。

27、 吳佳霖，受刑人的法律地位及司法救濟途徑－以美國法為借鏡，東吳法律學報，24卷 2，頁
176 (2012年 )。

28、 KITTY CALAVITA & VALERIE JENNE, APPEALING TO JUSTICE: PRISONER GRIEVANCES, RIGHTS, 
AND CARCERAL 25 (1st ed. 2014).

29、 Jennifer A. Puplava, Peanut Butter and Politics: An Evaluation of the Separation-of-Powers 
Issues in Section 802 of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73 IND L. J. 329, 329-333 (1997) ; 
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57-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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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束司法機關對矯正機構過度介入的狀況

嚴格地遵守權力分立原則，行政、司法權力間獨立平等、互相尊重。

當司法過度介入行政管理 ( judicial micro-management of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時，司法權將成為行政職權有效運作的制肘。

（四）遏制受刑人提出眾多濫訴案件

當浮濫訴訟進入法院，將佔用資源並影響其他公民應享有司法資源的

質量。

二、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案」的內容

「監獄訴訟改革法」主要分為幾個部份：法規的適用對象、對於法院

本身提供預防性救濟的限制、受刑人尋求司法救濟前須先窮盡所有可能的

行政救濟程序、禁止單純提起精神或情緒傷害的司法救濟、律師費用規定、

繳交訴訟費用、法院審查起訴內容及駁回起訴、受刑人浮濫訴訟的三振條款

等。上面幾點可以區分為 :

（一）對提起訴訟當事人的限制，包括：第一章法規的適用範圍。

（二） 受刑人須繳交訴訟案件所需的費用：律師費用規定、繳交訴訟費用的

規定，以避免佔用國家經費。

（三）訴願先行程序：即對於法院提供預防性救濟的限制。

（四） 對爭訟事件的限制：禁止提起精神或情緒傷害的司法救濟訴訟、審查

起訴內容及駁回起訴。

（五）對於濫訴的懲罰：濫訴者的三振條款。

三、「監獄訴訟改革法」重要法條介紹

「監獄訴訟改革法」有幾個非常令人矚目的法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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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審查應採最少介入原則 (The Need-Narrowness-Intrusiveness 

Standard)

「監獄訴訟改革法」限制法院提供受刑人「預期救濟」。所謂「預期救濟」

( prospective relief )被定義為「補償性損害賠償金 (compensatory monetary 

damages)以外的救濟」。補償性損害賠償金指用於補償精神或身體傷害等的

損失的賠償金；而「預期救濟」是一種非金錢救濟 (non-monetary relief )。亦

即當侵權行為發生時，法院並不認為以金錢作為損害賠償是一 種適當的法律衡

平措施。此時，法院可能簽發要求當事人做某事、某行為或者禁止其做某事、

某行為的「禁止命令」(injunctions) 作為衡平的法律措施。

重要的是，當受刑人提起「預期救濟」時，意謂受刑人透過司法救濟來爭

論或挑戰其在監獄中的處遇 (conditions-of-con�nement)或所受到的對待或是

否合法的問題。

「監獄訴訟改革法」18 U.S.C. § 3626(a) (1) (A) 法條中，嚴格地限制法院

提供受刑人「預期救濟」：

對有關監獄行刑制度、監獄處遇所提起的所有民事訴訟的預期救濟，

不得超過糾正（監獄）侵害特定原告或原告的聯邦權利之必要。法

院不得同意或批准任何預期救濟，除非法院認定所給予的預期救濟

是糾正（監獄）違反聯邦權利的必要範圍，這樣的救濟必須是嚴格

限縮的。司法介入應是最少的，不能超過糾正違反聯邦權利的必要

程度，法院應充分衡量當提供救濟時，所可能造成對公共安全 (public 

safety) 或刑事司法系統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運作的任何負面衝

擊
30
。

上述條文中認為，司法對於受刑人所提的訴訟應採最少介入原則，其實就

是關於監獄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標準，其有兩個重要的涵義：

1. 司法審查必須屬於「嚴密剪裁」(narrowly drawn)31
：所謂的「嚴密剪裁」

30、18 U.S.C. § 3626(a) (1) (A)(2012).
31、 Narrowly tailored, in TRANSLEGAL, https://www.translegal.com/world-law-dictionary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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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法院介入處理監獄事務必須嚴格限縮於糾正侵害受刑人聯邦權利

所必要者，來適用法律以解決特定問題，且應確認不會給監獄行政一

方帶來負擔和影響監獄業務進行。

2. 須是「不可避免的介入措施」(least intrusive means)：實務判決Hadix v. 

Caruso案認為法院對有關受刑人事務「不可避免的介入措施」( least 

intrusive means)32
，其實被認為是與早期的法院不介入監獄管理時期

的規定是一致的。而在「監獄訴訟改革法」§ 3636(a) (1) (B) (iii) 法條

規定：「（提供預期救濟）是當沒有其他救濟措施可以糾正受刑人聯

邦權利被侵害時的救濟方式。」法院必須考慮其所作的司法裁決將影

響到監獄秩序的運作，並可能間接地對於公共安全產生某些惡果
33
。

（二）窮盡行政救濟原則 ( 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係指受刑人應先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系統內部的

救濟途徑後，才能請求法院給予救濟的法律原則。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

McCarthy v. Madigan 34
判決中揭示，窮盡行政救濟有兩個目的：其一，是通

過給予該機構在法院介入爭議之前，有能夠解決爭議的機會來保護行政機構

的自主性。從權力分立的角度，即防止司法權過度地干預行政權。另一，則

是提高司法效率，避免浮濫的訴訟案件排擠真正需要訴訟的案件。「監獄訴

訟改革法」42 U.S.C. § 1997 e. (a) 法條文中規定：

拘禁於任何監獄或其他矯正機關之受刑人，尚不得依被剝奪權利

者訴訟條款 (section 1983 of this title) 或其他聯邦法律規定，對於

監獄處遇提起訴訟，除非可用的行政救濟措施均已用盡
35
。

美國「被剝奪權利者之訴訟條款」(Civil action for deprivation of rights, 

visited Feb. 13, 2018).
32、 Hadix v. Caruso, 461 F. Supp. 2d 574, 587 (W.D. Mich. 2006) ( holding that“ Although 

much was made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PLRA at the time, its(PLRA’s) actual standards 
are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norms of non-interference with state regulation of 
prisons.”).

33、18 U.S.C. § 3626(a) (1) (B) (iii)(2012).
34、McCarthy v. Madigan, 503 U.S. 140, 140-142 (1992).
35、42 U.S. Code § 1997e. (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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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S. Code § 1983) 規定：「因執行行政職權時而侵犯任何人其憲法或法定

權利、特權或豁免權時，權利被侵害人得以適當地、平等地的方式對進行侵害

的行政一方提起訴訟，以要求對其行政的侵害行為進行糾正。
36
」再者，行政

救濟並不必然地為司法救濟的前置程序。因此，當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規

定行政救濟為司法救濟的前置程序時，法院應拒絕尚未窮盡所有行政救濟程序

的受刑人訴訟。

「監獄訴訟改革法」相較於過去受刑人適用「機構中收容人的公民權利

法」關於窮盡行政救濟程序上，有幾個相異點
37
：

1. 在「監獄訴訟改革法」施行後，所涉爭議事項未經窮盡行政救濟程序前，

法院將駁回受刑人的起訴；而「監獄訴訟改革法」施行之前，法院擱置

受刑人的起訴，等待其用盡行政救濟程序。

2. 所有的監禁者，均受到窮盡行政救濟條款的約束。在「監獄訴訟改革法」

施行之前，少年受刑人、拘留所或矯正學校中的少年並不受窮盡行政救

濟條款要求的約束。

3. 「監獄訴訟改革法」取消了窮盡行政救濟的時間限制。在「監獄訴訟改

革法」之前，當受刑人試圖窮盡行政救濟途徑時，法院可以推遲受刑人

的起訴 180天。然而，「監獄訴訟改革法」取消了 180天的限制；亦即，

受刑人試圖窮盡行政救濟的申訴程序並不限於某個期限內要獲得解決。

亦即矯正機構不需要面對時限的壓力來處理問題。監獄當局毋庸擔心期

限到了、超過 180天後，還未解決問題時，將由法院進行裁決的窘境。

4. 對行政救濟管道的要求標準並不嚴苛，僅須認定該行政救濟是「可利用

的」 (available)、是能處理受刑人申訴的管道即可。在「監獄訴訟改革

法」之前，對行政救濟管道的標準有諸多嚴苛的要求，如：認定該行政

救濟必須符合適當與公平正義等原則、「簡易、快速、有效的」( plain, 

speedy, and e�ective)和「公平、有效的」(fair and e�ective)等條件。「監

獄訴訟改革法」不苛求這些標準，只要行政救濟管道能解決問題即可。

36、42 U.S. Code § 1983(2012).
37、Branham, supra note 2, at 49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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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刑人不能越級申請行政救濟。當受刑人將申訴或陳情提交給

更高層級審查機關進行審核前，必須等待目前較低級別審查機關拒絕或完成

其陳情的程序，才可以提交給更上一層級進行申訴或陳情
38
。

（三）繳交訴訟費用的規定 ( FILING FEES)

「監獄訴訟改革法」要求所有提出訴訟的受刑人必須支付全額的訴

訟費。如果，受刑人沒有辦法支付這筆錢，而欲以貧困身分興訟 (in forma 

pauperis)39
，法院仍不會免除該受刑人免繳訴訟費用的要求，受刑人需每月

分期支付訴訟費。在「監獄訴訟改革法」28 U.S.C. § 1915(b) 載明：

（b）（1）儘管有第（a）款的規定，如果受刑人提起民事訴訟或

訴請因無資力進行訴訟，受刑人仍應被要求支付全額的訴訟費用。

法院應評估受刑人在有經濟資力時，收取其在法律上規定應繳交

的訴訟費用。受刑人可先提交第一期的部分訴訟費為全訴訟費的

20％⋯.（2）監禁該受刑人的矯正機關並應從該受刑人的帳戶中，

每次代轉 10美元以上的訴訟費用給法院書記員，直至訴訟費用繳

清為止
40
。

法院可以要求監獄提供該受刑人的財力等相關資訊予法院，監獄與法

院雙方合作評估受刑人分期繳交訴訟費用的方式。

（四）對濫訴的駁回 ( Dismissal) 

法院必須審查篩選受刑人所提出的訴訟，如該起訴係無任何意義、惡

意的、無正當理由、缺乏法律依據或所訴的內容無司法救濟的需要，抑或

向免責的行政人員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均應裁定予以駁回，法院無須待

38、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FINDLAW, https://criminal.�ndlaw.com/criminal-rights/
prison-litigation-reform-act.html (last visited Feb. 13, 2018) ( stating that “ Once 
submitted, an inmate then must exhaust their appeal through three consecutive levels 
of review. An appeal can't proceed up to the next level of review until there's been a 
�nal determination at the lower level.”).

39、係藉免付費用或受補助而進入法庭訴訟。
40、28 U.S.C. § 1915(b) (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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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訴的監獄行政一方提出該訴無理由的申請。依「監獄訴訟改革法」42 U.S.C. 

§ 1997e(c)(1) 即謂：

被監禁於地方政府、州或聯邦政府的監獄、矯正機構中受刑人，根

據被剝奪權利者訴訟條款 (section 1983 of this title) 或根據其他任何

聯邦法律，所提出的訴訟案件，法院應無待申請或根據被告一方的

申請，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該訴無理由、

輕浮濫訴 (frivolous)、惡意 (malicious)、缺乏提供司法救濟必要的權

利主張或請求權，以及請求損害賠償而該被所訴之對象是免責的
41
。

有關駁回受刑人起訴的理由，尚出現於「監獄訴訟改革法」中 28 U.S.C. 

§  1915(e) (2)：「即使受刑人已繳交全額或一部份訴訟費用，如果法院認定有

上述法條原文中應駁回起訴之理由時，法院應隨時駁回該案件。」在 42 U.S.C. 

§ 1997e(c) (2) 提及：「受刑人所遞交的起訴書 (on its face) 有上述法條原文中

應駁回起訴之理由時，亦即法院僅需書面審理是否有理由，法院無須先要求原

告先窮盡行政救濟程序，即可駁回起訴。」在「監獄訴訟改革法」28 U.S. Code 

§ 1915A(b)中，亦重複提及「無理由、惡意的」受刑人訴訟應予以駁回。這是

由於濫訴係為騷擾監獄行政一方而提起的，法院應該判斷這件訴訟案件根本不

應該進入訴訟程序，也不應該對被告的監獄行政一方進行審問。

（五）三振出局規定（THREE STRIKES PROVISION)

有關受刑人訴訟上的三振出局規定，即當法院認為該受刑人的訴訟係為惡

意或輕率的浮濫訴訟時，該次的訴訟案件即會被視為該受刑人的「一次出局」(a 

strike)。當受刑人累積三次浮濫訴訟之後，受刑人將不得再藉用訴訟救助制度 (in 

forma pauperis) 遞交訴狀。在 28 U.S. Code § 1915(g) 提及：

在任何情況下，被監禁或拘留於任何設施中的受刑人不得提出民事

訴訟或要求作出民事判決或進行有關本法的訴訟程序。這是當受刑

人曾在美國的法院中曾提出三次或超過三次被駁回訴訟的情況，而

這些情況是因該訴無理由 (frivolous)、出於惡意 (malicious)、缺乏提

41、42 U.S. Code § 1997e(c)(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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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司法救濟必要的權利主張或請求權，以及請求損害賠償而該被

所訴之對象是免責的。唯有當受刑人即將面臨嚴重身體傷害危險

時，方能提出訴訟 42
。

（六） 不得單純主張精神或心理上受到侵害而提起訴訟 (PHYSICAL INJURY 

REQUIREMENT )

「監獄訴訟改革法」限制受刑人主張其精神或情感受到傷害而提起訴

訟，除非受刑人同時有身體上的傷害發生。在 42 U.S. Code § 1997e(e)中規

定：

被監禁於地方政府、州或聯邦政府的監獄、矯正機構中的受刑人

不得提出訴訟案件係有關於其在監禁拘留期間遭受到精神或情感

上的傷害，除非受刑人能（同時）提供他有受到身體傷害或因性

行為受害為根據
43
。

身體傷害的訴訟標的並不在於法院發出禁制令的救濟 (injunctive 

relief，用於防止未來某種損害行為發生 )或確認性救濟 (declaratory relief )，

當受刑人提出身體傷害的訴訟時，其目的係在於監獄一方提供損害賠償或者

要求法院給予名義和懲罰性賠償的裁決。

當受刑人主張有精神損害時，必須基於有身體、生理上的傷害發生。

並沒有所謂單就處遇而造成受刑人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可言。不論是在美國

或我國，實務上，受刑人主張精神、情緒或心理上的侵害而提起陳情或訴訟，

這是受刑人對監獄行政人員實行誣控濫告的慣用伎倆。

42、28 U.S. Code § 1915(g)(2012).
43、42 U.S. Code § 1997e(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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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支持「監獄訴訟改革法」的行政原則探討

有諸多行政上原則支持著「監獄訴訟改革法」，如下：

一、避免司法權過度介入行政權可能產生的弊病

（一）監獄的行政職權在審判中常被忽視

當司法救濟所處理的訴訟標的是某個受刑人私權上的問題時，其所根據

的法律體系，將無法考慮到行政機關被賦予的功能
44
。舉美國有著名的受刑人

濫訴案「帶顆粒的花生醬事件」(chunky peanut butter case) 為例，當新聞工

作者 George F. Will揭露這個濫訴案件，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Jon O. 

Newman於國會中就反駁該報導偏頗。法官 Jon O. Newman偏頗地站在受刑

人立場上補述道：「這名受刑人將花生醬退回後，當晚就移往其他監獄。在

提供受刑人商品的商店中，他未獲得更換的新花生醬，那就等於損失 $2.50美

元。
45
」然而，不論該受刑人是因為收到錯誤的商品或將損失金錢而提起司法

救濟。這樣的案件，進入法院中成為訴訟標的，本屬價值甚微的案件，且該事

件依行政管道提起救濟即可。學者 Ross Cranston即認為在司法審判中，對於

行政行為之合法性判斷，法院多傾向保障個人權益，而少尊重行政部門的專業

或是認知到在個人權益與行政效率兩者之間須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46
。當面對

民事糾紛，法院所根據的法規是民事法規，當行政體系中的爭議，被訴諸於民

事庭時，其行政機構原先設計目的即常被忽視
47
。

（二）公眾透過代議政治拒絕受刑人濫訴

44、 Richard J. Costa,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A Legitimate Attempt to Curtail 
Frivolous Inmate Lawsuites and End the Alleged Micro-Management of State Prisons or a 
Violat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63 BROOK. L. REV. 319, 327 (1997).

45、SIFAKIS, supra note 15, at 95-97.  
46、 Ross Cranston, Reviewing Judicial Review,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MENT 

ACTION-THE COURT AND ALTERNATIVE MECHANISMS OF REVIEW 45, 63 (Richardson, G. & 
Genn, H., eds., 1994)，轉引自廖義銘，行政法基本理論之改革，初版，頁 8（2002年）。

47、 Theodore K. Cheng, Invading an Article III Court's Inherent Equitable Powers: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Immediate Termination Provisions of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56 
WASH. & LEE L. Rev. 969, 996-102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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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希望透過代議政治結束受刑人濫用司法權的狀況。「監獄訴訟改

革法案」的制定與美國共和黨在 1994年國會選舉有密切的關係。該年，

共和黨因為選舉出版了《與美國的契約：改變國家的大膽計劃 ---眾議員

紐特•金里奇，眾議員迪克•阿梅以及眾議院共和黨人》（CONTRACT WITH 

AMERICA：THE BOLD PLAN BY REP. NEWT GINGRICH, REP. DICK ARMEY AND 

THE HOUSE REPUBLICANS TO CHANGE THE NATION）一本近似施政計畫的

書。書中共和黨對選民許下十點計劃，其中包括：制止犯罪和推動常識性的

立法法案。抑制受刑人濫訴即是該書十點計畫的其中一環。1994年 11月的

期中選舉後，共和黨在在國會獲得多數席次。為了兌現對選民的承諾，而通

過「監獄訴訟改革法案」。另一點，這是行政權結合立法權並對司法過度介

入監獄管理的制衡，共和黨所採納的抑制受刑人濫訴的政策規劃藍本，實係

出自於政府行政官員長久以來對抑制受刑人濫訴的立法規劃
48
。

二、效能與效率 

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要求受刑人提起司法救濟前必須先窮盡行政

救濟程序，被認為是具有效能 (e�ective) 和效率 (e�cient) 的程序。其有下

述益處
49
：

（一）提升司法機關的行政效率

效能 (doing the right thing) 的實踐係建立在有效率地 (doing the thing 

right) 行政程序上。當不值得保護的爭議進入法院時，將會加重司法機構的

負擔並排擠真正需要司法救濟的案件。受刑人先窮盡行政救濟程序，有以下

的優點：

1. 法院提供行司法救濟相較於行政救濟是花費金錢且耗時的。其需要

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完成一件訴訟案。受刑人如果能透過行政救濟程

48、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59-1560,1566.
49、 Danielle M. McGill, To Exhaust or Not to Exhaust: The Prisoner Litigation Reform Act 

Requires Prisoners to Exhaust All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before Filing Excessive Force 
Claims in Federal Court, 50 CLEV. ST. L. REV. 129, 160-163(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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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解決問題，尋求司法救濟反而是一種不符合當事人成本效益的選項。

快速的行政救濟程序更能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故，受刑人為何要

捨符合低成本效益的行政救濟，迂迴地藉不符合其成本效益的司法救濟

進行訴訟，其背後動機值得深思！

2. 先窮盡行政救濟程序，使得大量案件得以在行政救濟過程得到解決。減

少訴訟案件數量，使法院能夠有更多的時間來處理複雜與嚴重的案件，

有利於法院的審判功能。

3. 「事實上行為、單純妥當性爭議」等較適合由行政機關透過內部的程序

進行解決，而這些爭議往往是法院無法提供救濟的
50
。

（二）行政機關效率優化

受刑人必須先窮盡機關內部的行政救濟程序，是一種權力行使委託予專業

人員，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對機關之行政效率有以下益處：

1. 防止司法機構對監獄的行政程序進行過多的干預，可以使監獄重新獲得

了日常決策的權力。

2. 監獄可以在不當的侵害行為發生後，立即為受刑人提供補救措施。甚至，

可以快速地保護受侵害受刑人免受權力濫用者再次侵害。

3. 受刑人需窮盡行政救濟程序，促使監獄建構有效的內部解決紛爭的機

制，而這是有利於整個機構的所有受刑人。

4. 避免監獄在法院中須付出訴訟成本（金錢、時間與人力）。我國目前為

應付受刑人恣意的陳情和訴訟，有些監所需指定機關內的專責人員處理

濫訴，造成人力、物力浪費。

5. 若爭議仍須進入法庭中進行審理，在窮盡行政救濟過程中所留下的書面

記錄，能提供給法院作為審理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是以連貫、脈絡、完

整的方式呈現，有利法院進行判斷。

另外，窮盡行政救濟程序能達到訴訟經濟與樽節公共支出、避免浪費司法

資源。這些經費支出無非是出自於納稅人繳納的公帑
51
。

50、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 17段。
51、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Richard L. Stalder, Secretary, Louisiana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nd Corrections (Spring 2001); as cited in 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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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過度介入將導致監獄的行政職權弱化

監獄體系有其複雜性，當司法過度介入處理受刑人訴訟將導致監獄行

政職權受到損害。

（一）司法常做出同情受刑人的判決

監獄作為一種干涉行政的公權，不可避免會與受刑人私權間有互相傾

軋的狀態。「非妥協型受刑人」(intransigent line)52
藉不妥協的行為反對、

挑戰管理者或機構的權威，並對該機構表現敵意。當該類型受刑人以「合法

的」訴訟過程作為手段，主張自己的權利遭受到侵害，即便其主張就常理來

看是不具法律價值的，但是當爭議進入法庭時，卻可能受到法官的同情，進

而產生不必要的介入行政體系 ( judiciary's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53
的困

擾。

美國憲法學者 Robert Nagel即指出：「司法判決較偏好於對人權的保

障，而輕忽了聯邦制度與三權分立體制的維持。⋯⋯論者與學者都太過於強

調憲法價值中的人權之私法保障，而低估了各政府部門的決策責任之價值的

保障。
54
」這樣的論點可以從美國受刑人濫訴案件「沙拉吧事件」(the salad 

bar) 得證，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Jon O. Newman曾為這件訴訟為

受刑人辯護道：「對沙拉吧的爭議只是該訴訟案 27頁中的一小部分，⋯⋯

受刑人訴訟中所提到的食物是指出其基本所需的營養沒有得到滿足。該監

獄未提供沙拉吧，而其他州的監獄卻有提供沙拉吧。
55
」這獲得法官 Jon O. 

Newman的憐憫同情！

（二）受刑人藉濫訴以攫取在監處遇的優遇

濫訴其目的往往不是卷宗上所載的訴訟標的，而是欲攫取某些處遇上

52、林茂榮、楊士隆（註 10），頁 157。
53、McGill, supra note 49, at 132. 
54、 ROBERT NAGEL, CONSTITUTIONAL CULTURES: THE MENTALITY AND CONSEQUENCES OF 

JUDICIAL REVIEW 62(1989)，轉引自廖義銘，行政法基本理論之改革，初版，頁 82（2002
年）。

55、SIFAKIS, supra note 15, at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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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遇。訴訟為一種手段，以製造某種壓力，藉由被訴行政人員的監督機關、

上級單位、司法檢察機關（或我國之監察院）對監獄內部進行調查，迫使監獄

行政人員退讓、產生心理上的不適等。見諸於美國在實施「監獄訴訟改革法」

前，大量受刑人的濫訴案件卻只有甚低的勝訴比率，為何受刑人要提起這類勝

訴機率不高的濫訴案件！關鍵即在於受刑人在監利益
56
：

1.受刑人之濫訴係為了威懾監獄行政人員

濫訴的動機是出自於騷擾 (harass) 和威懾 (with particularized deterrence 

goals)。受刑人藉由對行政人員進行濫訴，藉以表達對管教的不配合或藉以擾

亂監獄秩序，用以阻止、嚇阻監獄行政人員做出其職責上應盡的管教義務。

2.濫訴是低成本的手段、工具

「監獄訴訟改革法案」通過前，受刑人訴訟所適用的 28 U.S.C. § 1915(a)　

規定：「在符合（b）款的規定下，美國任何法院可授權開始起訴程序、辯護、

民事或刑事案件，而受刑人無需預付費用或擔保 (即該人無法支付此類費用或

為此提供擔保 )。57
」在 28 U.S. Code § 1915.（b）款的（3）規定：「在任何

情況下，對受刑人所收取的訴訟申請費均不得超過法規所定的民事訴訟或或刑

事的訴訟費用。
58
」在 28 U.S. Code § 1915.（b）款的（4）規定：「不得因受

刑人沒有資產支付訴訟費而被拒絕受理訴訟。
59
」訴訟是低成本的對抗管教之

工具。

3.受刑人能獲得行政機關或行政人員和解的代價

當監獄與受刑人雙方達成和解，意謂著監獄行政一方答應給予受刑人某種

補償、或藉以獲得寬鬆的處遇，並換取受刑人同意不提起訴訟。這樣的和解卻

會監獄行政公信力打折扣，或產生管教不一致的狀況
60
。

56、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93, 1620-1626.
57、28 U.S. Code § 1915. (a)(1)(2012).
58、28 U.S. Code § 1915. (b)(3)(2012).
59、28 U.S. Code § 1915. (b)(4)(2012).
60、 See 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92 (revealing that " for example, a plainti� agrees to end 

the suit in exchange for withdrawal of a sanctions motion or a countercla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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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刑人能獲得懲罰性賠償

當受刑人宣稱受到精神損失時，可以獲得相當於物質損失同等的金錢

賠償。即通過法院懲罰行政一方提供金錢給予受刑人。

5.監獄行政一方先行屈服以換取受刑人撤銷訴訟

被訴之監獄行政一方可能在沒有任何法院強制要求的情況下，卻先做

出了停止受刑人先前所反對的任何事情。亦即，監獄可能先撤銷了原本不利

受刑人的行政處分、制裁，以換取受刑人同意終止、撤銷訴訟。

6.濫訴是一種情緒發洩的方式

受刑人將自己在監禁過程中，所壓抑及感受到的所有憤怒與對公權力

的敵意，以濫訴形式轉嫁發洩在監獄行政人員身上
61
。

重要的是，當受刑人提起訴訟時，不論勝訴、敗訴、和解的任一情況

都是有利於受刑人的
62
。僅以敗訴為證即可，其金錢損失甚微！然而，受刑

人可藉濫訴這個手段以提高自己的在監地位、向監內的同儕展現其氣魄、創

造某種自我認同。美國一位密蘇里州受刑人Melvin Leroy Tyler於 90年代提

出數十件訴訟並藉以獲得較佳的監獄處遇，而被稱為「訴訟之王」( King of 

the Writs)。這個受刑人更被當地報紙戲謔地稱為「這個州所產生的最優秀監

獄律師」
63
。這正是受刑人濫訴的利益，其利益是法院裁決卷宗上所未載明

之訴訟標的。這是監獄外部的公眾與司法機關意想不到的
64
！

61、 See Branham, supra note 2, at 529 ( revealing that“[A] t least some of these cases, no 
doubt, are �led simply to harass the correctional o�cials whom the prisoners consider 
responsible for their detested captivity.”) .

62、Peter M. Blau著，孫非譯，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頁 109-202（1999年）。
63、 Jaeah Lee, Why Is It So Hard for Inmates to Sue Prisons? It started with a salad bar, 

MOTHER JONES( Jul/Aug, 2016).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6/06/
inmates-sue-prisons-prison-litigation-reform-act/

64、 「這些思想對象是由社會科學家所建構出來的，其目的在於了解這個社會實在；這些思
想對象必須立基於由人們共有意義的思想所構築的思想對象上，而這些人乃是在他們社
會世界中體驗著他們的日常生活。」參見 Pierre Bourdieu著，陳逸淳譯，(註 11)，頁
234。社會實在是與場域中生活的人緊密連結的，場域外的人是難以感知與觀察到。經
驗是最真實的知識，而非經由投射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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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與我國大法官釋字

755 號之比較

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是否可作為我國受刑人司法救濟制度建立的學習

或借用對象 ( policy transfer)。目前，可就該法與我國大法官釋字 755號中的某

些面向進行比較。學者 Mossberger和Wolman提出：問題及目標的相似性、

實施場域的差異、政策執行評估以及應用方式等，作為評估政策借用是否可行

之比較面向
65
。本文僅以前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問題及目標方面的比較 (Similarity of Problems and Goals)

美國國會在進行「監獄訴訟改革法」立法時，直接申明其目標：「為有關

監獄處遇的訴訟提供適當的救濟方式，阻止無理由的訴訟和濫用訴訟，並達成

其他目的制定本法。
66
」學界、輿論關於改革受刑人司法救濟制度的論述，從

1960年代至 1990年代不斷地演變，國會對於該法案應設計為抑制受刑人濫訴

的司法救濟制度具有共識。我國大法官釋字 755號解釋的解釋文和其後的解釋

理由書，文字表面上未提及給予受刑人的司法救濟制度與濫訴之間的關聯性。

然而，釋字 755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及：「監獄對受刑人得為必要之管理措施，

司法機關應予較高之尊重。是如其未侵害受刑人之基本權利或其侵害顯屬輕微，

僅能循監獄及其監督機關申訴程序，促其為內部反省及處理。
67
」理應視為我

國立法與法院實務上提供受刑人司法救濟時，應限制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的遮

詮文字敘述。

另，在釋字第七五五號部分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述及了受刑人可能濫用司

法救濟的問題。如，「本席也支持多數意見認為受刑人基本權利唯於侵害非顯

屬輕微時，始得向法院請求救濟，理由除了『微量侵害不構成侵害』的所謂『微

65、 Karen Moseberger & Harold Wolman, H. Policy transfer as a form of prospective policy 
evaluation: Challenge and recommendations. 63 PUBLIC ADM. REV. 428, 430-433 (2003). 

66、 原文為“ To provide for appropriate remedies for prison condition lawsuits, to discourage 
frivolous and abusive prison lawsuits, and for other purpose.” Federal document：S. 1279 (IS), 
104th Cong., 1st Sess. (1995).

67、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理由書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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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留』理論外，也在於珍惜寶貴司法資源，避免因濫訴而遭到濫用。
68
」

這是表詮的文字敘述，從正面肯定立法與實務上應限制受刑人濫用司法救

濟。

從「問題及目標的相似性」方面而視，釋字 755號解釋文及部分大法

官理由書中雖有提及提供受刑人司法救濟應避免被受刑人作為濫訴之工具。

但，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之立法，是呼應公眾對受刑人濫訴之反感所規

畫之政策。釋字 755號解釋係就保障之受刑人基本權利時，順帶提及法院不

應過度介入監獄管理。兩者間主要關注焦點不同。

二、實施場域的差異方面 ( Di�erences in Setting)

比較「實施場域的差異」係指兩個國家政策的實施場域的某些內部或

外部的諸多因素的重要差異，可能影響到政策借用的成敗，如：政治、社會

和經濟制度、文化、公眾輿論、可運用的資源或其他背景因素
69
。本文僅討

論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與我國大法官釋字 755號中，對監獄這個場域所

被賦予的行政職權的描述。

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中對監獄場域行政職權的描述偏向結構功能論

的觀點，其認為監獄這個子系統的行政職權在於維護社會整體之正常運作、

存續與發展。例如在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中「有關監獄處遇給予受刑人

適度的救濟」(Appropriate remedies with respect to prison conditions)一節，

提及：「法院給予救濟時，應充分衡量給予該救濟可能會造成公共安全或刑

事司法系統運作的任何不利影響。
70
」文字敘述中將「給予救濟」與「造成

公共安全或刑事司法系統」作一個連結。其意謂著，法院在裁定該訴訟案件

是否進入審理，並非僅僅考量到受刑人於訴狀中所提及的訴訟標的，法院一

方需聯想到法條中所指涉受到影響的對象。從政治語言學
71
來看「給予救濟」

68、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 9段。相似的見解，參見司法
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 13段。

69、Moseberger & Wolman, supra note 64,at 432-433. 
70、18 U.S. Code § 3626. (a) (1) (A) (2012).
71、施正鋒，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56（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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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變數；應變數則為「公共安全或刑事司法系統」，而可能會何種程度的影響，

這是無法量化的社會問題，該法以「任何不利影響」形容之。其實，這就提示

法院應「充分衡量」（亦即窮盡其所能地）設想到：這樣的訴訟案件不僅關係

到卷宗上的訴訟標的，尚將直接地對監獄的行政職權、刑事司法系統或間接地

對社會公共安全造成損害。就指涉的對象來看：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所提

及的「公共安全或刑事司法系統」遠已超出監獄這個場域內部運作的問題。

而，大法官釋字 755號則對監獄職權的描述，欠缺類同美國「監獄訴訟改

革法」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對監獄場域的描述。這可見諸於釋字 755號解釋理

由書：「鑑於監獄為具有高度目的性之矯正機構，為使監獄能達成監獄行刑之

目的（含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對受刑人施以相當之矯正處遇、避免受刑人涉

其他違法行為等），監獄對受刑人得為必要之管理措施，司法機關應予較高之

尊重。
72
」就指涉的對象來看，其僅列舉監獄這個場域內部的運作，包括 : 監獄

秩序及安全、受刑人之矯正處遇、受刑人違法行為。釋字第 755號解釋並沒有

傳遞出一種類同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將監獄這個場域的功能鑲崁於整體社

會之中的功能與價值。某些文字敘述乃至以批判、衝突、宰制的觀點來看待監

獄這個場域的存在，令實際上進行審判的法院認為「介入監獄事務」是合理的

偏頗意向
73
。

三、政策執行評估 (Policy Performance)

政策執行評估係有系統地研究政策執行過程與結果，表列該國所施行政策

的優點、缺點或政策理念的展現與演變。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的諸多措施

與執行結果如前所述。惟其法條中的語言運用頗值得探討，而這亦牽涉到法院

一方如何決定該項訴訟案件是否予以受理？如何判斷某件訴訟是否值得進入法

庭中進行爭辯？

72、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理由書第 9段。
73、 諸如：「本號解釋讓陽光得以射入『特別權力關係』最後一個陰暗的角落 --監獄。」顯示

出監獄行政職權（尤其是保障社會安全之功能）未能地讓法界人士意識到，此類文字令人不
堪。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湯德宗大法官提出、陳碧玉大法官加入部分協同意見書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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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問題出現於我國釋字 755號解釋中，其提出三項受刑人的訴訟得

進入法庭審理的原則。其中受到質疑的一個原則即是：「監獄處分或其他管

理措施之侵害程度非顯屬輕微。」何謂「侵害程度非顯屬輕微」？蔡明誠大

法官述及：

但顯屬輕微與輕微如何判定，有無客觀合理之判斷標準，尚待推

敲。此是否會增添實務上認定之困難度或爭議，因其涉及侵害程

度之高低及是否具顯著性，兩者在實務個案認定時，往往不易建

立客觀且合理之標準
74
。

「監獄訴訟改革法」中對於這個問題也並沒有給予切確的評估標準，

美國法院在面對「監獄訴訟改革法」法條中的詞彙，諸如：嚴密剪裁 (narrowly 

tailored)、最少介入 (least intrusive) 等法定詞彙，而藉之以判斷是否進行

受理訴訟時，法院對於要考慮哪些因素其實並不清楚
75
。常被提及的判決

Hadix v.Caruso案中，直接認定所謂的「最少介入原則」是等同於早期「不

介入時期」 的原則一般，亦即法院應盡可能地不介入監獄處遇的爭議 76
。為

什麼會有這樣的認定！於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中「有關監獄處遇給予受

刑人適度的救濟」(Appropriate remedies with respect to prison conditions) 

一節所提及的：「法院給予救濟時，應充分衡量當給予該救濟可能會造成公

共安全或刑事司法系統運作的任何不利影響
77
。」所謂「充分衡量」一詞並

沒有確定的界限。事實上，所謂的「充分衡量」是根據知識的擴充而擴充的，

74、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第 4段。
75、 Kiira J. Johal, Judges behind bars: The intrusiveness requirement's restri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ief under 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114 COLUM. L. REV. 
715, 746 (2014) (revealing that“ [c]ourts are unclear and divergent as to what factors 
to take into account when making intrusiveness determination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extent the statutory language regarding need and narrowness should be 
encompassed.”).

76、 Hadix, 461 F. Supp. 2d at 587 ( stating that “Although much was made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PLRA at the time, its actual standards are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norms of non-interference with state regulation of prisons. However, such norms and 
standards must, as the statute recognizes, give way to constitutional standards to 
prevent ongoing violations, including those under the Eighth Amendment.”).

77、18 U.S. Code § 3626. (a) (1) (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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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就語言運用上是隱含著無限擴充的可能
78
。初始先由法官自己的心證，

但法官的心證在「充分衡量」這個法定詞彙下是明顯不足的，法官不能僅僅依

賴直觀或先驗的思維進行決定；亦即，法官進行主觀判斷之外，更需納入諸如：

客觀地、經驗主義上的、科學的、預測的知識等，作為「充分衡量」一詞的依

據。再者，當「充分衡量」一詞所指涉之目的，在法條中被擴展到「可能會造

成公共安全或刑事司法系統運作的任何不利影響」時，法院一方的判斷本就不

能僅侷限於法官自身的臆測。這是由於法院一方無法主觀地從經驗上體認到監

獄行政職權、社會安全是否因該訴訟受損；也甚難客觀地藉由科學知識判斷哪

些因素應納入考量！法院一方所具備的能力並不含括這些範疇的專家知識與經

驗
79
。透過立法者斟酌所產生的法條文字，侷限了司法權任意地介入監獄行政

事務！

陸、結語

1990年代，美國社會體認到司法過度介入審查監獄的各項處遇、行政行

為，將損及監獄的行政職權。當法院的角色恍然變成了一個試圖改造監獄行政

制度的政策設計者時，司法權與行政權間的界限模糊了，失去了權力分立架構

下對等、互相尊重的關係
80
。當法院審查監獄行政行為是否違反所謂的人權時，

法官卻不是實際負責管教受刑人的專業行政人員。監獄行政職能在監獄行政

78、 某範疇的界限是隨著目的而擴展或設置的。Lako�指出：「人們出於某種目的，總是能夠強
行設置一個人為的界限的⋯⋯維根斯坦以『數』為例『數首先是被當作正數，後來被相繼擴
充為有理數、實數、複數、超窮數⋯⋯他能夠根據人們的目的或是被限制或是被擴展。』」
參見 George Lako�著，梁玉玲譯，女人，火與危險事物－範疇所揭示之心智的奧秘，頁 21 
(1994年 )。

79、 教育學者Mayer指出要成為某專業領域的專家需要甚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累積，其引用學者
Simon與Hayes並闡釋道：「西蒙認為”經驗”是無可替代的。例如 :海斯 (Hayes，1985)估計 :
要成為某領域專家至少需要十年的研究。此外，要走上專家之途也需要觀摩其他專家所做的
範例。」參見Richard E. Mayer著，林清山譯，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頁365-370，446（2003
年）；。

80、 Montesquieu指出：「倘若司法權與立法權混而為一了，那麼因為法官本人就便是立法
者，⋯⋯倘若司法權與行政權混同在一起了，法官便會擁有與壓迫者相似的權力。」參見
Barowde Montesquieu著，彭盛譯，論法的精神，頁 149（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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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疲於應付濫訴的過程中消磨掉了
81
，這終將吞噬監獄維持社會安全的功

能
82
。美國社會與監獄行政人員疾呼正視受刑人濫訴，美國「監獄訴訟改革

法」作為一種常識性、適應社會現實
83
的立法以解決濫訴衍生的種種問題。

反思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之內容與發展過程，如何避免司法權不適當地

介入監獄行政職權運作，歸納幾點建議：

一、呈現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對行政職權負面的影響

美國對於受刑人濫用權利救濟的問題常透過語言敘事呈現在公眾面前，

成為一股社會力量藉以推動立法或促使司法機關不再輕易介入審理監獄事

務。諸如：媒體記者採訪監獄中濫訴的情形、以軼事紀錄呈現於報章雜誌、

表列濫訴案件
84
於網路媒介上，或以實徵研究資料揭露法院過度介入監獄行

政所導致的嚴重性等。充分且真實地呈現出濫訴者如何藉操控司法救濟為工

具（及濫用行政救濟，如我國受刑人常浮濫投訴監察院），進而影響監獄管

理。這有助於將社會輿論的目光聚焦於濫訴如何影響整個監獄行政管理，而

非僅是侷限於濫訴者所訴求的訴訟標的上。另外，濫用司法救濟僅是監獄中

受刑人進入監獄服刑整個脈絡過程中的一個衝突的點，對監獄管理有其後續

的衝擊。呈現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的狀況有助於讓司法機關深刻地瞭解過度

介入，對監獄管理將衍生弊病與危險
85
。

81、 See 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649 (quoting Senator Dole as saying that " Senator 
Dole in particular emphasized in his speeches about the PLRA that 'prisons should be 
just that - prisons, not law �rms.' ") .

82、Johal, supra note 75, at 747-749.
83、 關於法律的立法與運作理應適應社會實際狀況此一原則。參見 Edgar Bodenheimer著，

結構群編譯，法理學一法哲學其方法，初版，頁 171（1990年）。
84、 Schlanger, supra note 17, at 1568 (ex:"Top 10 List: Frivolous Inmate Lawsuits in Arizona"; 

"Top 10: Frivolous Inmate Lawsuits Nationally"); Inmate's Frivolous Legal Actions, THE 
'LECTRIC LAW LIBRARY, https://www.lectlaw.com/�les/fun30.htm (last visited Oct. 02, 
2019). 

85、 See Justice Kennedy's opinion for the Court in Brown v. Plata, 131 S. Ct 1910, 1928(2011) 
(alerting that "Courts must be sensitive to the State’s interest in punishment, 
deterrence, and rehabilitation,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deference to experienced and 
expert prison administrators faced with the di�cult and dangerous task of housing large 
numbers of convicted crimin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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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監獄訴訟改革法」以建構適合我國的受刑人權利救濟制度

法條、法理之建構常援自國外法與判例，並影響到我國司法實務對該法理

之認識並作為判決的標準。「監獄訴訟改革法」中的司法審查應採最少介入原

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對濫訴的駁回、濫訴三振出局、不得單純主張精神或

心理上受到侵害而提起訴訟條款等法條本身與其判例，有足以援引為我國駁回

受刑人濫用司法救濟之法理與理由。而參照的對象可區分為二個主要的部份：

第一、法條與其法理，諸如：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中法條中的「嚴密剪

裁」(narrowly drawn) 指涉到的法理係法院介入須嚴格限縮於糾正侵害受刑人

聯邦權利所必要者以適用法律，且應該確認不會給監獄行政一方帶來負擔。這

樣的法理可適時運用我國司法實務上。第二、判例與訴訟標的，諸如：「監獄

訴訟改革法」限制法院過度介入監獄管理後，為何某些受刑人的訴訟標的仍為

美國法院所介入審理。監獄行政一方應特別注意到涉及受刑人基本權利所必要

者
86
。反之，監獄行政一方實具有判斷餘地，司法機關不應任意介入。

三、反思我國受刑人行政救濟的模式

適當的行政救濟過程係美國法院駁回該訴訟進入法庭的重要因素。當給予

受刑人行政救濟的流程、互動過程、駁回行政救濟理由、該受刑人的日常性行，

與該受刑人之前濫用行政救濟、司法救濟的次數、對行政管理人員所造成困擾

等紀錄，應完整地以文字或影音方式紀錄保存，以作為日後法院調閱或監獄一

方主動地呈與法院，藉以判斷該受刑人是否係藉司法救濟對抗監獄行政管理的

佐證。

再次，受刑人行政救濟的模式並非只有考慮公正的價值取向，可思考所謂

的解決問題取向。如同，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捨棄所謂的「公平、有效的」

等架構於行政救濟中的要件，僅須認定該行政救濟是「可利用的」、是能處理

受刑人申訴的管道即可。

綜觀，美國「監獄訴訟改革法」其係架構於行政與司法權力分立體制下，

86、 參見賴擁連，我國受刑人基本權利之保障及救濟，警學叢刊，29 卷第 6 期，頁 307-33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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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對監獄行政職權與專業之尊重，以達完善監獄秩序與維護社會公眾安全之

目的。監獄中的爭議事件在進入法院中進行審理前，要求這必須是在監獄行

政救濟已窮盡的情況下，爭議事件本身並非輕浮、枝微末節的濫訴。當司法

介入可能致使監獄管理產生困擾與權責錯置時，法院實不應任意地介入。其

歷史發展、法條內容及立意，甚值得法界人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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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的潛藏危機-從注意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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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蔡震邦

濫用藥物對身心健康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多數研究聚焦於各種物質所引起

的各項身心功能影響或不同損害層面、疾病共病現象和交互作用、成癮歷程與

復發風險、過量致死及平均餘命下降⋯等。然而無論濫用何種藥物，皆有一個共

同且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功能缺損現象：輕度認知障礙症。近廿年來，學者開始

關注輕度認知障礙症，係起因於對失智症的相關研究，漸次發現無論是失智症、

腦傷及腦部腫瘤、退化性神經疾患⋯等患者，在疾病初期都會先呈現出輕度認

知障礙的症狀，其中當然包括了藥癮者。

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DSM-5)列出輕度認知障礙症的主要診斷標準，包

括有：注意力功能、執行功能、學習、記憶、語言、知覺動作、社會認知等認

知功能，本文除了簡略說明輕度認知障礙之於個體功能的影響層面外，亦希望

能透過實證研究來說明藥癮者認知功能變化的情形，以期未來有機會進一步瞭

解輕度認知障礙對於復發與復原的影響。我們運用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第三版 )

中有關於注意力、記憶力之相關分測驗，藉以瞭解濫用藥物與兩者之間的關聯，

除呈現出實際的態樣外，亦希望能建立我國第一份關於藥癮與相關功能變化的

基礎樣本資料。

關鍵字： 藥物濫用、注意力、記憶力、輕度認知障礙症、魏氏成人智

力測驗

DOI：10.6905/JC.202001_9(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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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ng-Pang Tsai

Drug abuse brings a lot of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y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aspects such as the impact of various 
substances on abusers’ functions or damage, co-morbidity and interac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 addiction and risks of relapse, overdose to 
death and reducing average life.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concern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functional defec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recent years, 
many studies, with original focus on dementia,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Obviously,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dementia, brain 
injury and brain tumors, degenerative neurological disorders, or drug addicts, 
the target subjects in our study, show symptom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t the early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Mental Disorders 
(DSM-5), the primary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cover cognitive functions such as attention, executive, learning, memory, 
language, perceptual ac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give 
a summarized explanation for the impact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on 
the individual’s cognitive functions. Hopefully we can use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to explain the drug addicts’ changes in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sub-test of the Wechsler Intelligence Test (third 
edition), with focus on attention and memory, is used to get the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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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我們談論藥癮者復發現象 (或者毒癮收容人再犯率 )時，通常會從

許多靜態因子 (年齡性別、藥癮史、濫用物質、前科犯次、教育程度、家庭

結構⋯等 )及動態因子 (家庭功能、戒癮處遇、經濟困境、人際網絡、涉法

狀態、工作環境、宗教信仰、生活作息與休閒嗜好⋯等 )來思考復發風險的

高低，有時也會深究其個體因素 (身心健康、渴癮意向、情緒管理、壓力因

應、自我效能、創傷經驗⋯等 )所造成的影響；現代醫學則透過腦照影技術

(包括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 fMRI、腦波儀 EEG、腦磁波儀MEG、跨顱磁刺激

TMS、事件相關電位 ERPs、正子斷層掃描 PET等 )的檢測，使得我們也能

一窺濫用藥物對大腦所形成的各種作用機轉或功能損害，譬如我們目前已熟

知的腹側背蓋區 (ventral tegmental area)、伏隔核 (nucleus accumbens)和

前額葉皮質 (prefrontal cortex)所形成的酬賞迴路對應於渴癮意向的研究，

以及眼窩前額葉皮質 (orbitofrontal cortex，以下簡稱 OFC)與依核 (medial 

shell)、腹側蒼白球 (ventral pallidum)之間訊息連結的中斷現象與藥癮者追

藥行為的關連性等 (蔡承志譯，2018)。

不過，就如同妥瑞氏患者無法控制不正常的神經放電因此出現局部肌

肉抽搐或者穢言異音、心臟病患者承受劇烈血壓變化時就會容易導致心律不

整甚至是心肌痙攣一般，會不會，其實藥癮者的大腦功能也可能已經受到相

當影響而無法正常地做計劃、執行決策歷程困難、容易衝動行事⋯等生理層

次的功能缺損，因而導致容易再次施用毒品呢？ 2015年 9月美國國家藥物

濫用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以下簡稱 NIDA)接連正式公

開兩份研究，一是由 Park、Nora、Volkow和 Du(2013)等學者在小鼠動物

實驗中發現在腦部紋狀體 (striatum)之棘狀突起投射神經元 (medium spiny 

neurons)的兩種細胞表型會因為濫用藥物而出現不同變化，藉此除可顯示

出成癮嚴重程度外，同時亦能進一步預測復發行為；Stewart、Connolly、

May、Tapert、Wittmann和 Paulus(2014)則是結合行為科學實驗設計與MRI

來進行藥癮復發預測的研究，實驗結果初步顯示藥癮者在腦島 (Insula)、紋

狀體和前額葉皮質 (prefrontal cortex)三個大腦部位會因為成癮行為而功能

受損，綜合這三者的不同反應模組亦能預測復發機率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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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的研究也不惶多讓，譬如楊延光、陳家杰、陸汝斌、邱南津和陳

高欽 (2009)即運用MRI來研究藥癮者的多巴胺傳輸體 (Dopamine Transport)變

化、認知功能缺損的情形，與成癮行為復發的關連性，結果發現藥癮者的認知

功能較差、多巴胺傳輸體偏高的現象皆與渴癮有顯著關聯性，而相同證據也呈

現在過去有關菸癮的研究中。上述這些研究結果告訴我們的一致性證據是：藥

物濫用的確會造成個體腦部明確的功能缺損現象及影響。

2016年矯正機關所屬近百位社會工作師與臨床心理師在矯正署共同參加

了一場「物質成癮的神經心理機制與實務應用簡介」工作坊時，蔣世光博士詢

問了現場所有與會者就實務工作經驗來說，藥癮者的神經心理功能究竟與正常

人有何不同之處，在十多項神經心理測驗指標的討論和交換意見後，唯有在注

意力 (attention)與記憶力 (memory)兩種神經心理功能的減損現象獲得大家普

遍性的認同。所以，無論是官方資料、臨床論述甚至是藥癮者自己都明白濫用

藥物對其身心功能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但是關於這些影響所造成大腦各項功

能缺損的實際程度，以及如何運用神經心理測驗來瞭解其功能減損狀態，並以

此來做為戒癮治療處遇、身心功能復健計畫甚至是預測復發的相關資料，便十

分少見了。

許多法律和犯罪學的專家學者一再質疑，將非法罪行 (如暴力犯罪 )、毒癮

(如施用毒品罪 )以疾病觀點來陳述時，是不是就意味著個體無須為其犯行負起

全責 (甚至脫罪 )？在本文中，筆者無意就這些哲學、政治與法治社會的觀點來

進行思辨，因為在矯正機關內所面對的藥癮者已經歷過司法審判 (如同已動完

手術 )，臨床實務工作的我們唯一努力的目標便是如何瞭解藥癮者的戒癮需求並

且提供其適切、具療效的戒癮處遇 (如同術後住院或門診追蹤等療程 )，來幫助

藥癮者邁向康復。所以，綜上所述，此篇文章將只聚焦於注意力與記憶力兩種

神經心理功能，並說明其與輕度認知障礙症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以下

簡稱MCI)的關聯性，以及就當前相關神經心理衡鑑工具來做簡要說明，最後希

望以臨床基礎研究的資料收集與呈現，提供各位有興趣的專家學者們接續來做

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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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注意力、記憶力、輕度認知障礙症及相關神

經心理測驗簡介

一、注意力

注意力是意識 (conscious)的一種警醒狀態，也可說是伴隨清晰感官訊

息和大腦記憶系統，共同對內外在刺激來做反應的預備狀態。張春興 (2006)

定義注意力是：個體面對情境中眾多刺激時，選擇其一或一部份刺激來做反

應，並從而獲得知覺經驗的心理活動現象。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影響個體注

意力的因素繁多，目前則概分為刺激因素 (如光線亮度或聲音強度 )和個體

因素 (動機與內在需求，如肚子餓時對食物的香味靈敏 )兩大類。吳其炘與

王聲昌 (2011)便透過研究發現，服用美沙冬治療患者的持續性注意力低於對

照組，同時尿液呈現嗎啡陽性反應的患者對於風險承受和風險控管能有有顯

著的負向關聯。

Schneider和 Shi�rin(1977)則把注意力分為兩種不同的歷程，一是自

動歷程 (automatic processing)，係指個體的注意力由腦幹自動化機制負責，

所以屬於自我覺察低、受刺激引導、由下而上運用較少資源來進行刺激揀選；

一是控制歷程 (controlled processing)，係指個體的注意力是透過意識來進

行有意義的自主選擇，所以屬於自我覺察較高、受個體意識或想法引導、由

上而下彈性運用相對資源並具有變化 (余麗樺、郭乃文、黃茂雄，2002)。在

本文及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所重視的是控制歷程的注意力，因為藥癮者開

始有意識地、有能力的將注意力放在揀選何種內外在刺激時 (復發因子或保

護因子 )，才是藥癮行為復發、或者是得以持續無毒生活的關鍵所在。

以控制歷程為主軸的注意力研究多數都脫離不了 Deutsch(1963)、

Kahneman(1973)、Shallice(1982)、Leclercq和 Sturm(2006)等學者所提出

的有關於注意力選擇性、強度與歷程等不同面向之理論論述；下面我們則藉

由當前多數神經心理測驗涉及的 6個不同注意力面向為基準來做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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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中性注意力 (focused attention)：也就是所謂的警醒或喚起 (arousal)，

係指個體對內外在刺激做出立即的反應，譬如被針刺到時感到疼痛、看

見前方路面崩塌就會放慢車速等。

（二） 分配性注意力 (divided attention )：係指能適當地將注意力分配至兩個

以上標的 (或事物 )，並同步針對多項任務進行適切整合；譬如邊打電話

邊做家事、邊跑步邊與朋友閒談等。

（三） 選擇性注意力 (selective attention)：係指能夠抑制刺激、忽略干擾，使

得個體得以專注在特定的活動 (或事物上 )，以維持相同行為和心智活動，

譬如在吵雜的咖啡店唸書、在跑馬拉松的人群中找到友人等。

（四） 交替性注意力 (alternating attention)：也可視為轉移性注意力，係指個

體能夠有目的性地在不同的注意力標的之間轉換，譬如開會時接聽電話

後再回到會議報告、登錄帳目時喝口水後再繼續工作等。

（五） 持續性注意力 (sustained attention)：也就是所謂的警覺 (vigilance)，

係指能將注意力投注在連續性的活動 (或標的上 )，並維持一段相當的時

間長度，譬如看電影或上寫作課等。

（六） 注意力強度 (attentive intensity)：在人類處理非例行性事務，抑或是以

特殊方式、由上而下處理事務時，用來監控與執行注意力的實際處理機

制，以滿足特殊需求，譬如開車時突然衝出的動物、叫色測驗等。

最後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個體注意力並非單純是功能性優劣的顯現，

還受到其自身諸多因素的影響 (或共同決定 )，其中包括有：動機抑制、認知

抑制、自動抑制 ..等抑制功能 (inhibition function)；異常偵測、資料擷取、模

擬分析等監督控制系統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感覺選擇、反應選擇、

聚焦與知覺容量等策略功能 (strategy function)；適應調整、復原力、自覺自

在等心理彈性 (�exibility)；同時個體外的因素同樣對其注意力有所影響，譬如

環境支持網絡是否匱乏、干擾因素是否超過容忍值、氣候與所處場域的差異

性 ...等。(Shallice，1982；Ornstein、 Iddon、Baldacchino、Sahakian、Eve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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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obbins，2000；張本聖與洪志美合譯，2003)這表示，我們在進行個體

注意力的檢測與功能論述時，仍須小心不宜過度推論。

二、記憶力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記憶是個體在大腦中對於訊息結構性、系統性的進

行編碼 (encoding)、儲存 (storage)和提取 (retrieval)等一連串歷程的總稱。

「訊息編碼」多半是自動化且快速進行的，譬如排除街道的車流聲專注於朋

友的言談字句；「訊息儲存」則是編碼後再將需要留存的或需要再處理的訊

息，在腦中形成特定意義與舊有記憶結合或以新形式 (或架構 )存在，譬如

記住朋友邀約下次聚會的時間；「訊息提取」是指將先前編碼或儲存的訊息

取出以利使用，譬如再次提醒友人記得攜伴，不要每次都獨自前來。(張春

興，2006)

記憶的型態則概分為感覺記憶 (sensory memory)、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或短期記憶 (short-term memory)、長期記憶 (long-term memory)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感覺記憶，個體會短暫保留訊息 (少於 1秒 )直到

工作記憶開始運作，由所有感官分別編碼訊息；第二階段的工作記憶 (約

20-30秒 )，便涉及個體如何分配及控制其注意力，使得保留下來的訊息有

其初步意義且與其他記憶產生關聯；第三階段是長期記憶，表示訊息將真正

被賦予重要意義而被個體長期留存 (無特定期限 )，此時已涉及不同大腦皮

質間的相互合作，同時第三階段的記憶模式還可進一步區分為程序性記憶

(procedural memory)和陳述性記憶 (declarative memory)，來幫助個體來牢

記資訊意涵或事件經過。(張文哲等編譯，2012)

需要釐清的是，雖然記憶的三個階段會各自運用不同的編碼、儲存方

式來處理訊息，但也會相互合作把感覺記憶與工作記憶的素材轉換成具有某

些特定意義的長期記憶，以供日後提取。

在本文及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所聚焦的是工作記憶 (或可稱之為短期

記憶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工作記憶所涉及的大腦區域包括感官訊息迴路、

海馬迴 (hippocampus)及額葉等部位，跟藥癮者渴癮的酬賞迴路是重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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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則是因為工作記憶的優劣 (可視為電腦組件中的隨機記憶體 RAM)同樣會

影響到決策判斷和執行功能 (後者可比喻為中央處理器 CPU)。所以當藥癮者面

對高風險情境、環境壓力或人際衝突時，如何採取合宜的判斷並妥善執行策略，

就與個體自身工作記憶功能的良窳密不可分。

三、輕度認知障礙症

輕度認知障礙症 (MCI)是一種腦部功能下降的情況 (但須排除瞻妄

(delirium)、物質中毒及物質戒斷等因素 )，係指當個體有一項或多項的認知功

能開始低於自己過去的表現程度 (而非對照平均值 )，卻尚未損及患者簡易日常

生活功能的狀態。此名詞最早或許是來自於失智症患者的評量工具「年邁者退

化評估量表 (Global Deterioration Scale)」所提出，不過現代醫學則發現雖然在

自然衰老的情況下原本就會伴隨發生 MCI，老化卻非是其形成的單一因素，因

此也就不宜將此狀態簡化為早期失智現象；更重要的是，MCI的肇因可能為特

定生理病因、心理病理及多重因素共病所致。譬如阿茲海默症、腦傷 /腦瘤、

梅毒 /愛滋病、重肌無力症 /肌肉纖維症、杭丁頓舞蹈症、巴金森氏症⋯等，

MCI皆可能為上述疾病病程發展的早期徵兆之一。

當然，除了上述所提及的特定身心疾病之外，臨床工作者與學者亦同時發

現物質使用障礙症 (無論是酒精、毒品 )也會造成MCI。MCI患者的行為病徵則

包括有：重複提問相同問題、重複陳述訊息或事件、缺乏動機完成一般活動 (或

退縮孤立 )、對數字記憶和計算出現困難、無法集中注意力在當前活動、無法

完成複雜指令和動作、常用自嘲和笑聲來掩飾遺忘⋯等 (VirginiaTech，2006)。

一般來說，MCI的診斷項目應涵蓋：注意力功能 (持續性、雙向、選擇性、處

理速度 )、執行功能 (計畫、決策、工作記憶、反饋與錯誤修正、抑制、心理彈

性 )、學習 (表徵性、內隱性 )、記憶 (立即、近期、線索式、自傳式、長遠 )、

語言 (字彙尋找、流暢、文法和語法、接受性、表達性 )、知覺動作 (視覺建構、

知覺使用與辨識 )、社會認知 (情緒辨識、心智理論 )⋯等 (台灣精神醫學會審

譯，2014)。目前的縱貫性調查研究認為MCI終生盛行率為 3%~19%，而每年

的發生率為每千人有 8~58人；70歲以上的老年族群，MCI的盛行率就提高為

14%~18%；不過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若能接受合宜的處遇措施，該文也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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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44%的 MCI患者能夠在 1年後恢復至正常狀態 (引自蔡欣霓，2013，

第 17頁 )。

就物質濫用族群來說，Ornstein等學者 (2000)以對照研究的實驗發現

到，相較於一般民眾，毒癮者在劍橋神經心理衡鑑測驗 (CANTAB，一種神經

心理測驗 )之特定空間工作記憶作業 (spatial working memory task)顯示出

其功能困難，同時海洛英濫用者在不同色塊分類向度 (intra-dimensional)的

注意力轉換作業有其困境，但安非他命濫用者無此現象；而安非他命濫用者

在不同線條分類向度 (extra-dimensional)的注意力轉換作業有其困境，不過

海洛英濫用者則無。由此可知藥癮者出現MCI的臨床風險十分明確，只不過

其現象容易被物質使用所衍生的相關議題所掩蓋 (如犯罪行為、共病症狀、

戒斷現象 )，或者是藥癮者自身健康條件良窳因而惡化或補償提升 (如教育

程度、IQ、情緒狀態、多重藥癮或成癮嚴重度 )變成次要議題，最後的結果

便是導致藥癮者的MCI現象受到忽視。Roohia, Hamidib與 Kianoosh(2010)

也利用神經心理衡鑑測驗 (PVSAT，一種數字記憶的成癮神經心理測驗 )來比

較一般民眾、鴉片類濫用者、興奮劑濫用者在工作記憶、注意力上的變化差

異，研究顯示相較於一般民眾 (無物質濫用史 )，無論濫用何種物質都對個

體的持續性注意力、工作記憶有明顯影響，同時鴉片類濫用者及興奮劑濫用

者間並無差異存在。

透過這些研究可以發現到，濫用非法藥物對於個體的認知功能的確會

有所影響，然而，當藥癮者進入矯正機關戒除毒品後一段時間，隨著生活

作息規律、飲食均衡正常，同時暫時無需面對在社會上所需負擔的經濟壓力

後，藥癮者的注意力、工作記憶是否能如一般社會大眾具有相同的機會邁向

復原？這也是我們想要持續探索的面向之一。不過在此刻，要如何能「早期

發現」藥癮者是否出現MCI症狀呢？簡單來說就是從個體的注意力或記憶力

是否出現功能缺損的現象來著手，這樣才能有機會給予適切的戒癮處遇及功

能性復健協助。以下介紹當前與注意力、記憶力相關的幾個常用的神經心理

測驗，以協助讀者對此有初步的瞭解，未來有機會亦可探索各種不同神經心

理功能的變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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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神經心理測驗

神經心理測驗緣起於確認腦功能受損部位及其影響程度，當代有關判定病

理部位因醫學儀器 (如電腦斷層掃描 )日新月異，準確性與病灶型態之可見性遠

高於神經心理測驗，因此後者不再被視為主要診斷應用標準；然而對於呈現未

有明確病症反應的認知功能缺損、手術前後腦功能影響範圍與擬定認知復健處

遇計畫等層面，當前神經心理測驗仍有其不可取代性。(張本聖與洪志美合譯，

2003；劉焜輝，2003；梅錦榮，1998)

有關標準化的神經心理測驗仍須視其心理衡鑑目的來做為主要選用工具的

依循，同時衡鑑會談亦不可或缺，例如當我們發現患者有動作協調性的困難時，

先要在會談過程瞭解其疾病史 (確認是否為特定疾病症狀 )、服用藥物情形 (確

認是否為藥物副作用 )、濫用藥癮史與有無神經性中毒的可能性、是否為情緒影

響或肇因於腦部手術後的後遺症⋯等，才能決定選擇相對應的測驗進行神經心

理衡鑑。舉例來說，班達完形測驗就適合針對視覺動作腦傷和情緒障礙困擾的

患者來進行檢測，魏氏成人智力測驗中的圖形設計與物形配置兩個分測驗就適

合辨識患者有無右側頂葉腦傷而呈現出空間建構障礙問題，而符號尋找與數符

替代兩個分測驗就適合注意力功能缺損程度的瞭解。

續前所述，若我們聚焦於「控制歷程的注意力」與「工作記憶 /短期記憶」

的神經心理測驗時，目前有哪些選項呢？首先是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其

次是魏氏記憶力測驗 (WMS-Ⅲ )，另外還有軌跡追蹤測驗 (TMT)、班達記憶測

驗神經心理衡鑑 (初級衡鑑 NPRS、次級衡鑑 LNNB)、廣泛性非語言注意力測驗

(CNAT)、廣泛性非語言注意力測驗 (CNMT)、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 (WCST)、

史都普叫色測驗 (Stroop test)、倫敦之塔 (One-touch tower of London test)、

連續注意力表現測驗 (CPT)、視覺序列成癮測驗 (PVSAT)⋯等。上述諸多神經心

理測驗皆已電腦化 (利用電腦或平板施測 )，但囿於矯正機關資訊設備的限制，

目前尚無法廣泛利用Wi�或 Bluetooth等無線傳輸工具在戒護區內自由傳輸資

訊，因此，當我們關注個體的注意力控制歷程及其工作記憶 (短期記憶 )的時候，

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中的部分分測驗便成為合宜的選項。簡單來說，透過

注意力測驗與記憶力測驗，可提供我們有關藥癮者認知功能缺損程度的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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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接著才能有機會進一步來檢視患者有無MCI的困境，然後提出適合個體

的復健處遇策略。

仍須提醒讀者的是，影響神經心理測驗結果的原因除了一般心理衡鑑

的注意事項之外，腦病變患者會因為病變部位 (如中風、巴金森氏症⋯等 )

的交互作用而影響其表現，物質使用 (指酒精、非法毒品或處方藥物 ) 也會

導致腦功能障礙因而影響測驗結果，這些因素都必須盡可能地加以控制，神

經心理測驗才能獲得較為準確的判定；同時，由於大腦細胞具有神經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的補償策略 (compensation)，當腦損傷病程發展初期或者

是病癥表現較輕微時，個體會運用其他認知能力來彌補特定功能的不足，導

致結果無法顯示出實際認知缺損狀態，施測者與臨床工作者亦應注意此現象

存在的普遍性。

參、魏氏智力測驗與成癮相關研究彙整

有關藥癮者與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Ⅲ )兩者的關聯研究部分，在

國內，徐仁賢 (2008)對 37名藥物濫用青少年進行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

Ⅲ )並與常模對照後發現，除記憶廣度分測驗外，其餘 12項語文分測驗或作

業分測驗皆明顯低於常模或對照組 (107名一般高中生 )，並達顯著差異；整

體智商平均為 82.8±9.6，工作記憶指數分數為 86.5±13.1，而處理速度指數

分數則為 87.8±12.7。簡言之，藥物濫用青少年在與注意力與短期記憶有關

的算數測驗、數字序列、數符替代、符號尋找等分測驗 (記憶廣度除外 )， 

其表現都低於一般水準。然而在此研究中卻也發現，藥物濫用青少年接觸毒

品的種類 (毒品級別 )、使用毒品時間長短 (用藥史 )、接受教育的水平高低 (學

歷 )等因素，與上述認知功能測驗表現結果並無一致性的反應或關聯，顯然

與多數研究結果並未相符。

林式穀、蘇東平、潘俊宏 (2004)便針對 34名甲基安非他命精神病患者

以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Ⅲ )作為神經心理測驗來探討藥癮者智力變化與

其他神經心理功能的減損情形。結果顯示藥癮者整體智商平均為 82.3±10.7 

(其中共有 5位的分數低於 70)，其中工作記憶指數分數為 85.4±13.4，而

處理速度指數分數則為 78.5±12.5；另外亦有 34為酒癮患者接受相同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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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其整體智商平均分數是 90.5±11.8 (其中只有 1人分數低於 70)，其中工作

記憶指數分數為 96.2±12.9，而處理速度指數分數則為 84.5±14.8。簡言之，

研究結果證實先前多項國外研究，長期濫用安非他命的藥癮者在工作記憶上的

表現還比酒癮患者得分更低。此外，吳韋慧 (2013)針對 44名在社區復健中心

或醫院慢性精神病房患者的研究中亦發現，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WAIS-Ⅲ )之工

作記憶分測驗相較於台大注意力測驗、動物命名測驗、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

(WCST)來說，更能敏銳地收集到患者在整合式團體心理治療前後的變化。

在國外，Pirastu, Fais, Messina, Bini, Spiga, Falconier和 Diana(2006)針對

海洛英成癮者在社區接受美沙冬治療的 30名患者、接受丁基原啡因治療的 18

名患者，進行WAIS與WCST檢測後發現，相較於一般社會大眾，海洛英成癮

者無論接受何種藥物的替代療法，在WAIS的得分表現皆顯著低於對照組，而

WCST則僅有服用美沙冬樣本的持續性失誤表現低於控制組的水平；另一個由

Almeida, Filho, Malta, Laranjeira, Marques, Bressan和 Lacerda (2017)進行的研

究則是針對戒除毒品 4週以上的 35名藥癮者來做WAIS、聽覺學習測試 (Rey 

Auditory Learning Test)和語言流利表 (Verbal Fiuency, FAS)檢測，結果顯示與

一般社會大眾相較，即使戒除毒品 4週以上，成癮者仍表現出關於注意力、語

言記憶和學習任務等認知執行功能缺損的明顯影響。

Holst和 Schilt (2011)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整理出 2005-2009這五年來關於

不同藥物濫用在各種神經心理功能測驗中發現功能減損的研究結果。該研究表

示無論濫用何種物質，都會導致個體抑制功能受到明顯影響 (香菸除外 )，不過

在執行功能上實際影響則各異，譬如古柯鹼導致失去認知彈性、安非他命影響

計劃組織能力、海洛英減損語文流暢性、酒精促使工作記憶及視覺空間兩種能

力下降 ...等；同時從該文可以發現到WAIS亦為許多神經心理功能檢測選用的

工具之一，相關資料彙整如下表一。由此可見即使濫用不同的藥物在戒除之後

(無戒斷症狀干擾 )，藥癮者的注意力與記憶力表現仍會受到影響，但另一方面

也發覺到不同研究未能呈現一致性結果，這也是我們希望能蒐集國內樣本資訊

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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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濫用物質 樣本 (人 ) 已戒除時間
使用之神經 心
理測驗工具

使用WAIS的
分測驗

研究面向

(*達顯著差異 )

Woicik et al. 
(2009) 古柯鹼 64 4週內

WAIS與
COWAT、

TMT、ANT、
IGT、Stroop 
task、FTT等

數字序列

記憶廣度

注意力 *
執行功能 *
語文記憶 *

Verdejo-
Garcia et 
al.(2007)

古柯鹼 45 5個月

WAIS與
RFFT、FAS、

WMS、
WCST、CB 

task、Go/no 
go task、IGT

等

數字序列

算數測驗

記憶廣度

類同測驗

抑制功能 *
認知彈性 *
決策能力 *

De Oliveira 
et al.(2009) 古柯鹼 41

1個月至 5
年

WAIS與
WMS、TMT、

CT、Stroop 
task、FTT等

數符替代

數字序列

記憶廣度

類同測驗

矩陣推理

語文記憶 *
認知彈性 *
注意力

Prosser et al. 
(2008) 海洛英 58 6個月

WAIS與
COWAT、

Stroop task、
BVRT等

詞彙測驗
抑制功能 *
語文流暢 *

Cherner et 
al. (2010) 安非他命 54 3個月

WAIS與
TMT、Stroop 
task、FAS、

PASAT、
WCST、

BVMT、HVLT
等

符號尋找

數字序列

數符替代

工作記憶 *
語文記憶 *
認知彈性

Iudicello et 
al.(2010) 安非他命 83 1個月

WAIS與
TMT、Stroop 
task、COWAT-
FAS、PASAT、

WCST、
BVMT、HVLT

等

符號尋找

數字序列

數符替代

處理速度 *
執行功能 *
工作記憶

Bedi et al. 
(2008) 搖頭丸 93 2個月

WAIS與
COWAT、
BADS、

RCFT、RAVLT
等

記憶廣度
語文記憶 *
工作記憶

Schilt et al. 
(2010) 搖頭丸 33 1年半

WAIS與
PASAT、

RAVLT、MRT
等

記憶廣度

語文記憶 *
工作記憶

注意力

視覺記憶

表一：Holst和 Schilt (2011)回顧研究中有關WAIS資料一覽表

註：表一為筆者自行整理彙編 Holst和 Schilt (2011)期刊文章中所列之相關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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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說明與預試結果

一、樣本收集和選用測驗工具：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樣本來源為筆者所負責之教區 (主責服務對象的意思 )

之施用毒品收容人 (包括受戒治人、施用毒品受刑人 )。筆者開始執行注意力與

記憶力等研究係自 2016年 3月開始，2016年 3月至 2016年 9月止實施對象

為受戒治人 (有效樣本 73人 )、2016年 10月起至 2019年 7月底實施對象則改

為受刑人 563人，其中施用毒品罪受刑人 442人、非施用毒品受刑人 121人，

排除新收入監尚未實施相關測驗、曾接受腦部手術明顯有功能障礙、具診斷為

思覺失調症患者並領有殘障手冊、罹病於療養房接受緩和處遇者等計 61人後，

有效樣本共計 502人 (施用毒品罪受刑人 393人、非施用毒品受刑人 109人 )。

研究對象不同的主要原因來自筆者受命進行職務輪動；服務對象雖有不同，然

而兩者皆為施用毒品者 (或可稱施用毒品收容人 )。簡單來說，其臨床定義相符，

但統計資料仍會予以區隔開來。

二、研究程序：

讀者可將 2016年受戒治人樣本視為預試階段，施測者嘗試就矯正機關之

特殊性與個別戒癮心理治療流程來進行程序性、操作性的調整，2016年起之施

用毒品受刑人施測結果則做為正式施測樣本。本文所述之WAIS-Ⅲ各項分測驗

皆於收容人入監所至少三個月後才進行，因此關於藥癮者處於濫用物質狀態或

戒斷症狀而影響心智功能等因素則多數皆可排除。

雖然矯正機關通常設置有測驗室，但不同於一般醫療院所、學校機構的

是，測驗室並非為了心理衡鑑存在 (多為調查科新收評估使用 )，因此實務上在

矯正機關中的臨床心理師實施心理衡鑑並不一定是在正式且無干擾的施測環境

中進行，原因除了戒護安全考量、戒護人力短缺之外，亦有實施測驗可近性的

因素，所以在本研究中各樣本取得的結果並非個體之「最佳功能表現」，而應

視為「實際生活功能 /認知功能狀態」較為妥適，先予以說明。

我們選用WAIS-Ⅲ中的算數測驗 (Arithmetic，簡稱 Ar)、數字序列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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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Sequencing，簡稱 LN)、數符替代 (Digit Symbol，簡稱 DSy)、符

號尋找 (Symbol Search，簡稱 SS)、記憶廣度 (Digit Span，簡稱 DSp)等 5

項分測驗作為研究工具，主要原因在於處理速度分量表 (包括 DSy、SS)是

檢測個體注意力控制歷程功能的程度，而工作記憶分量表 (包括 Ar、DSp，

LN視為補充測驗 )則是作為瞭解個體認知功能中有關短期記憶的功能現狀。

各項分測驗之標準化實施程序、計分方式與常模對照，則請參考WAIS-Ⅲ指

導手冊，在此不再贅述。

同時為了排除 2016年受戒治人樣本的預試階段所發現的程序及樣本干

擾現象，在進行施用毒品受刑人的正式施測時，我們重新排定測驗時程順序

以符合標準化歷程 (依序為 Dsy→ SS→ DSp→ LN→ Ar)；由於受刑人刑期

長短不一、假釋核准日期無法推定 ...等因素，因此就會出現部分樣本無法依

時完成 5項分測驗或者仍在監卻尚未完成的情形，也會呈現 Dsy和 SS分測

驗完成樣本數高於 DSp、LN、Ar的情形，先予說明。

此外，由於 2016年 10月起筆者負責之教區受刑人不一定皆為施用毒

品者 (或曾濫用毒品 )而入監，但仍會依循心理門診排定順訊來實施上述測

驗，因此這些非毒品罪名 (從未施用毒品者 )的受刑人恰可視為對照組樣

本，惟部分受刑人入監罪名併有不能安全駕駛罪 (酒駕 )、現正使用安眠鎮

靜劑 ...等不同情況，亦將視為排除樣本以避免影響實際結果。最後必須強調

的是，5種分測驗並非單次施測取得，各項分測驗係融入筆者實施之戒癮心

理門診制度的會談過程 (如圖一 )，逐次逐項以個別施測方式進行，而完成

所有分測驗時程預計約為收容人進入筆者教區後 1年 ~1.5年左右；同時施

測者皆為筆者本人，據此亦可排除不同施測者之間所造成的偏誤干擾。

三、倫理考量：

尚未實施WAIS-Ⅲ各項分測驗前，會向教區收容人個別說明此部分係

為注意力與記憶力相關的神經心理測驗、非法定流程、無須識字能力等背景

條件，同時亦會在下次戒癮心理門診時告知先前分測驗結果和接下來其他

分測驗的實施目的，對於藥癮者或非藥癮者皆然；不過，當收容人拒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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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S-Ⅲ或者其認知功能顯然無法理解WAIS-Ⅲ執行程序時 (例如腦傷患者 )，

筆者亦會向其說明不會影響持續接受處遇的權利，亦無損於在監表現或其他行

狀考核。

由於各分測驗皆配合戒癮心理門診分開施測，所以並非單次完整進行 5個

分測驗，對於刑期短於測驗期程之收容人，則據實告知僅能協助檢測部分的注

意力與記憶力功能而無法完成處理速度分量表、工作記憶分量表的結果分析，

俟收容人瞭解後才會執行WAIS-Ⅲ；同時，若有收容人在特定分測驗得分明顯

低於其他分測驗 1個標準差時，也會在所有分測驗完成後再測該項分測驗，以

確認該分測驗結果 (該項測驗所涉及的認知功能 )是否的確呈現低下現象，而不

是其他干擾因素所致。以下即為受戒治人預試樣本、正式樣本 (包括施用毒品

受刑人、非施用毒品受刑人 )在WAIS-Ⅲ中 5項分測驗實際進行後的結果和分

析。

圖一：施用毒品罪受刑人戒癮心理門診流程與各次標準化個別會談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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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戒治人預試統計結果與分析：

有效預試樣本 73名受戒治人之平均年齡為 45.70歲 (標準差 7.79)，最

小年齡為 27歲，最大為 69歲；初次施用毒品之平均年齡為 23.93歲 (標準

差 7.89)，初次施用年齡最小為 11歲，最大為 51歲；實際入監所在監監禁 (無

論何種原因入監所 )之平均時間為 7.89年 (標準差 5.78)，最短者從未曾有入

監所執行紀錄 (但皆有易科罰金或緩刑等前科在錄 )，最長監禁史為 22年；

從初次施用毒品該年度起開始計算其藥癮史之平均時間為 21.77年 (標準差

7.67)，最短為零 (此次戒治就是第一次吸毒 )，藥癮史最長者為 41年。受戒

治人施測結果詳見表二：

(一 )、統計考驗結果：

在平均數考驗部分，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分數低於常模並達顯著差異

(Z= -4.630，Z.95=±1.96)外，其他分測驗 SS、DSp、LN皆無顯著差異 (Ar未

能順利如期實施 )；此外，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表也未達顯著差

異。

在百分比考驗部分，我們將受戒治人預試樣本以一個標準差來區分

為高分組、中間組、低分組，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達百分比考驗差異

(χ²=31.780，χ².95=5.991)外，其他分測驗 SS、DSp、LN皆無顯著差異 (Ar

未能順利如期實施 )；此外，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表也未達顯著

差異。

 (二 )、小結：

受戒治人預試樣本在數符替代測驗 (DSy)的表現，整體分數低於常模，

同時低分組的比例偏高，與國內外文獻相符；不過，並未因此造成處理速度

分量表 (DSy和 SS)出現顯著差異性，原因在於受戒治人的符號尋找測驗 (SS)

的表現較常模為佳 (但未達顯著 )所致。簡言之，受戒治人預試樣本在並無

前述相關文獻所述具有明顯的注意力或記憶力等多項認知能力缺損的現象，

僅在 DSy的表現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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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預試樣本呈現出不同於過去文獻或實務經驗所認知的現象，其原因或

許仍可能在於存在於研究中的諸多干擾變項，譬如預試樣本在實際上的施測順

序不同、未區分藥癮史 /施用毒品級別、各分測驗樣本數量不同、有效樣本數

量偏低、未摒除精神疾病患者、在監仍服用鎮靜安眠藥物、尚有另案接押或另

案審理中之個案 ...等因素所導致，這些可能干擾的因素或現象，將於施用毒品

受刑人之正式樣本中予以分別探討。

項

目

有

效

樣

本

人

數

原始分數 WAIS標準分數 /指數分數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低於

標準

常模

2σ百
分比

低於

標準

常模

1σ的
累計 
百分

比

標準常

模±

1σ的
百分比 
區間

範圍

高於標

準常模

1σ的
累計百

分比

高於

標準

常模

2σ
百分

比

DSy 73 61.93 16.927 20 101 64 8.52 2.719 4 16 8 4.1% 39.7% 53.5% 6.8% 1.4% DSy

SS 55 30.62 9.782 8 51 33 10.42 2.878 4 16 11 2.7% 9.6% 72.6% 17.8% 2.7% SS

DSp 73 18.23 4.659 6 30 19 9.49 2.764 3 18 10 2.7% 21.9% 67.2% 10.9% 1.4% DSp

LN 23 9.57 2.727 1 13 1 9.87 2.510 2 13 10 4.3% 8.7% 78.3% 13.0% 0 LN

Ar 0 - - - - - - - - - - - - - - - Ar

處

理

速

度

55 18.71 5.091 8 31 19 96.53 13.571 69 131 97 1.8% 21.8% 69.1% 9.1% 1.8%

處

理

速

度

工

作

記

憶

23 19.78 4.491 7 26 21 99.21 12.984 60 117 103 4.3% 4.3% 87.1% 4.3% 0

工

作

記

憶

表二：受戒治人預試樣本WAIS分測驗、分量表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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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有

效

樣

本

人

數

原始分數 WAIS標準分數 /指數分數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低於

標準

常模

2σ百
分比

低於

標準

常模

1σ的
累計 
百分

比

標準常

模±

1σ的
百分比 
區間

範圍

高於標

準常模

1σ的
累計百

分比

高於

標準

常模

2σ
百分

比

DSy 393 67.28 17.024 12 123 68 8.79 2.759 2 17 9 5.3% 25.9% 59.3% 8.7% 0.8% DSy

SS 316 33.45 9.699 0 56 34 10.59 3.081 1 19 11 2.7% 10.5% 61.6% 19.4% 5.8% SS

DSp 144 19.66 4.253 10 29 20 10.27 2.997 3 18 10 1.4% 13.8% 64.7% 13.8% 6.3% DSp

LN 78 9.94 2.457 4 15 10 9.95 2.318 4 14 10 1.4% 17.9% 67.9% 12.8% 0 LN

Ar 68 11.09 3.411 6 19 10 8.56 2.628 4 16 8 1.5% 38.2% 51.4% 7.4% 1.5% Ar

處

理

速

度

315 19.41 5.153 4 34 19 98.46 13.951 57 140 97 1.9% 14.6% 70.2% 11.7% 1.6%

處

理

速

度

工

作

記

憶

88 19.22 4.585 10 33 19 97.65 12.988 70 136 97 2.3% 15.9% 73.9% 6.8% 1.1%

工

作

記

憶

項

目

有

效

樣

本

人

數

原始分數 WAIS標準分數 /指數分數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中

位

數

低於

標準

常模

2σ百
分比

低於

標準

常模

1σ的
累計 
百分

比

標準常

模±

1σ的
百分比 
區間

範圍

高於標

準常模

1σ的
累計百

分比

高於

標準

常模

2σ
百分

比

DSy 109 65.28 18.065 22 105 67 9.16 2.618 2 14 9 8.3% 19.3% 62.3% 10.1% 0 DSy

SS 71 32.39 9.850 12 49 34 10.96 2.997 4 16 11 2.8% 11.3% 54.9% 26.8% 4.2% SS

DSp 23 21.00 4.553 10 28 21 10.83 2.933 5 16 11 0 13.0% 60.9% 17.4% 8.7% DSp

LN 15 11.73 2.374 7 17 12 11.73 1.831 9 16 12 0 0 80.0% 13.3% 6.7% LN

Ar 14 13.36 4.069 7 20 14.5 10.21 2.455 6 15 11 0 21.4% 64.3% 14.3% 0 Ar

處

理

速

度

71 20.24 5.013 9 29 21 100.73 13.480 72 125 103 0 15.5% 67.6% 16.9% 0

處

理

速

度

工

作

記

憶

17 22.24 4.366 14 29 23 106.23 12.002 83 124 108 0 5.9% 64.7% 29.4% 0

工

作

記

憶

表三：施用毒品受刑人樣本WAIS分測驗、分量表結果一覽表

表四：非施用毒品受刑人樣本WAIS分測驗、分量表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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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刑人統計結果與分析：

施用毒品受刑人 393名之平均年齡為 42.04歲 (標準差 9.94)，最小年齡為

22歲，最大為 72歲；初次施用毒品之平均年齡為 20.95歲 (標準差 7.25)，初

次施用年齡最小為 10歲，最大為 53歲；實際入監所在監監禁 (無論何種原因

入監所 )之平均時間為 5.79年 (標準差 5.45)，最短者從未曾有入監所執行紀錄

(但有前科易科罰金或緩刑 )，最長監禁史為逾 25年；從初次施用毒品起開始

計算其藥癮史之平均時間為 22.17年 (標準差 7.74)，最短為 5年，藥癮史最長

為 44年。

另外，非施用毒品受刑人之之平均年齡為 45.56歲 (標準差 12.37)，最小

年齡為 24歲，最大為 78歲；實際入監所在監監禁 (無論何種原因入監所 )之

平均時間為 3.32年 (標準差 6.34)，最短者從未曾有入監所執行紀錄 (但有前科

易科罰金或緩刑 )，最長監禁史為逾 25年。

表五：與WAIS常模對照後的標準分數 /指數分數之平均數
考驗、百分比考驗結果一覽表

註一：平均數考驗，在±1SD(Z.95=1.96)之外者即達 .95顯著差異 *。
註二：百分比考驗，皆以±1SD分成高分組、常態分數組、低分組 3個組別與常模比較，因此大於 X².95(2)=5.991為顯著 *。

項

目

有效

樣本

人數

戒治樣本 有效

樣本

人數

施用受刑人樣本 有效

樣本

人數

非施用受刑人樣

本 項

目平均數   
考驗

百分比   
考驗

平均數   
考驗

百分比   
考驗

平均數   
考驗

百分比   
考驗

DSy 73 -4.630* 31.780* 393 -8.498* 69.267* 109 -3.326* 7.781* DSy

SS 55 1.079 2.783 316 3.354* 1.936 71 2.689* 1.806 SS

DSp 73 -1.569 2.585 144 1.073 19.278* 23 1.355 12.062* DSp

LN 23 -0.247 1.196 78 -0.189 1.005 15 3.651* 2.843 LN

Ar 0 - - 68 -4.498* 28.850* 14 0.319 0.326 Ar

處理

速度
55 -1.949 2.810 315 -1.924 1.483 71 0.454 0.057 處理

速度

工作

記憶
23 -0.288 3.842 88 -1.687 4.153 17 2.140* 3.057 工作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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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個別樣本入監時間及施測時序先後不同，因此並非五項測驗所有

受刑人皆可完成，另外由於數字序列 (LN)需要對 12生肖排序有一定的認識，

因此亦影響了部分個體無法進行；各項測驗有效樣本皆註明於施用毒品受刑

人施測結果 (詳見表三 )與非施用毒品受刑人施測結果 (詳見表四 )，統計考

驗結果則請見表五。

(一 )、非施用毒品受刑人統計考驗結果：

在平均數考驗部分，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Z= -3.326)分數低於常模並

達顯著差異外，符號尋找測驗 (SS，Z= 2.689)、數字序列測驗 (LN，Z=3.651)

的分數則高於常模且達顯著水準 (Z.95=±1.96)，其他分測驗 DSp、Ar未有顯

著差異；同時，工作記憶分量表表現亦高於常模達顯著水準 (Z= 2.140)，處

理速度分量表則無。

在百分比考驗部分，將非施用毒品受刑人以一個標準差來區分為高分

組、中間組、低分組，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χ²=7.781) 、記憶廣度測驗

(Dsp，χ²=12.062)達百分比考驗差異 (χ².95=5.991)外，其他分測驗 SS、

LN、Ar皆未達顯著水準；此外，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表也未達

顯著差異。

簡言之，非施用毒品受刑人在平均數考驗與百分比考驗同時達顯著差

異者僅有數符替代測驗 (DSy)，其整體分數低於常模，同時低分組的比例偏

高，與國內外文獻相符；不過，並未因此造成處理速度分量表 (DSy和 SS)

出現顯著差異性，原因是樣本在符號尋找測驗 (SS)的表現較常模為佳 (但未

達顯著 )所致。其他分測驗或分量表則有些達平均數考驗，有些達百分比考

驗，但是未能同步顯示相同趨勢。

(二 )、施用毒品受刑人統計考驗結果：

在平均數考驗部分，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Z= -8.498)、算術測驗 ( 

Ar，Z= -4.498)分數低於常模並達顯著差異外，符號尋找測驗 (SS，Z= 3.354)

的分數則高於常模且達顯著水準 (Z.95=±1.96)，其他分測驗 DSp、LN未有顯

著差異；此外，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表也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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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分比考驗部分，將施用毒品受刑人以一個標準差來區分為高分組、

中間組、低分組，除數符替代測驗 (DSy，χ²=69.267) 、記憶廣度測驗 (Dsp，

χ²=19.278)、算術測驗 ( Ar，χ²=28.850)達百分比考驗差異 (χ².95=5.991)外，

其他分測驗 SS、LN皆未達顯著水準；此外，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

表也未達顯著差異。

簡言之，施用毒品受刑人在平均數考驗與百分比考驗同時達顯著差異者僅

有數符替代測驗 (DSy)與算術測驗 (Ar)，其整體分數低於常模，同時低分組的

比例偏高，與國內外文獻相符；不過，並未因此造成處理速度分量表 (DSy和

SS)出現顯著差異性，原因是樣本在符號尋找測驗 (SS)的表現較常模為佳 (但未

達顯著 )所致。其他分測驗或分量表則有些達平均數考驗，有些達百分比考驗，

但是未能同步顯示相同趨勢。

(三 )、小結：

1.無論有無施用毒品，受刑人在數符替代測驗 (DSy)上的表現皆低於常模；

反之，受刑人在符號尋找測驗 (SS，僅平均數考驗達顯著 )、記憶廣度測驗 (Dsp，

僅百分比考驗達顯著 )的表現則有高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可能性。

2.施用毒品受刑人在算術測驗 (Ar)的能力低於常模達顯著水準，非施用毒

品受刑人則無此現象；此外非施用受刑人的數字序列測驗 (LN，僅平均數考驗

達顯著 )的表現有高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可能，此現象也促使非施用毒品受刑人

的工作記憶分量表平均數考驗優於一般社會大眾。

3.施用毒品受刑人在處理速度分量表及工作記憶分量表的表現，與社會大

眾並無差異存在。

4.受刑人施用不同毒品種類、或者混用不同毒品之分類，與 5項分測驗之

間並無特定或明顯的顯著差異；同時藥癮史、監禁史長短亦與各項測驗間未達

顯著差異，因此不再額外列表討論。

5.透過本次持續性、普遍性的收案研究，施用毒品受刑人與社會大眾相較

下，顯然並不會有較高的比例罹患輕度認知障礙症；不過仍須注意有部分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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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符合MCI標準時 (無論原因為何 )，亦應協助其進行認知復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矯正機關中的藥癮者實際上並不若國內外文

獻所認定其具有認知功能表現普遍不佳的刻板印象 (其實多數藥癮者自己也

如此認為 )，主要原因除了過去並無大規模的臨床基礎研究資料可供分析外，

另一個主因在於多數相關研究集中於醫療機構，病患就診時或許尚在物質影

響狀態下，或者是其嚴重的身心症狀已明顯干擾認知功能，才促使其就醫，

而在一般社區中的復健機構 (如矯正機關 )則無此特定檢測需求來確認其認

知功能狀態；因此未來應須建構更具規模的基礎資料，才能有利於研究或處

遇參考。

對於監所收容人來說，雖然出現有分配性注意力、交替性注意力這兩

種注意力不足的現象，不過個體也運用了大腦神經可塑性或補償作用等能力

來改善其部分注意力與記憶力功能缺損現象，因此縱使施用毒品受刑人在數

符替代測驗 (DSy)、算術測驗 (Ar)的表現明顯低於常模時，個體轉而提升符

號尋找測驗 (SS)、記憶廣度測驗 (Dsp)的能力後，就會使得處理速度分量表、

工作記憶分量表的整體表現與社會大眾無異。因此，接下來我們必須進一步

自問，當我們希望協助藥癮者邁向復原，提升其認知功能 (或者更聚焦於執

行功能 )時，究竟應該設計何者種認知復健計畫，才能真正對藥癮者的復原

具有實質效益。

伍、結語與願景

在未來，或許戒癮治療的困境終將會因為生物科技與神經心理學等不

同學門的共同發展而有所轉圜。2017年 9月國家地理雜誌報導了一位義大

利精神科醫師暨毒物學家加林貝帝採用跨顱磁刺激術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以下簡稱 TMS)來幫助毒癮者解除渴癮需求的實驗；而 NIDA

亦早於 2015-2017連續 3年，以 Diana與 Martinez的研究發展，逐年提出

TMS相關的研究報告來說明此技術在毒癮治療上的新進展，雖然實驗受試者

人數有限，但戒癮效益卻顯而易見。蔡孟璋、林偉哲、陳巧雲與黃條來 (2018)

則使用非侵入性跨顱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以

下簡稱 tDCS)來進行藥癮渴求或衝動性行為的三年期治療研究，除預期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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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側前額葉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 DLPFC)執行 tDCS刺激能降低

藥癮者的冒險 (risk-taking)行為與渴求感外，更希望釐清是否亦對於眼眶前額葉

皮質 (OFC)與腹內側額葉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 VMPFC)有間

接影響作用，進而讓藥癮者減少追求酬賞、增加抑制控制功能。 

此外，2017年 12月的科學人雜誌報導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

與記憶整合中心」主任 Silva博士有關記憶的最新研究進展，其中透過光遺傳學

(optpgenetics)來活化或抑制杏仁體或海馬迴的神經細胞中的 CREB蛋白質，已

確認能強化 (或削弱 )小鼠的學習能力與記憶形成；而在國內，陳景宗 (2015)

亦已同步進行類似研究，利用光遺傳學與幾種藥物的組合運用，全面性的試圖

瞭解成癮歷程、額葉功能缺損，是如何改變 VTA或 GABA迴路的特定蛋白質或

神經傳導路徑，希望最終得以協助個體削弱甚至消除成癮記憶 (或渴癮 )。

不過在這些新科技、新療程尚未成熟之前，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藥癮者的戒

癮治療呢？ Volkow與 Boyle(2018)即以文獻探索的方式彙整卅多年來有關成癮

問題在神經科學上的進展，並試圖從神經分子、神經傳導、基因及藥物動力學

的多角度來闡述，如何透過現有的實證研究發現，來提供更有效益的預防藥物

濫用策略，以及更個別化且具較佳療效的治療模式；在國內，陸汝斌、楊延光

和陳柏熹 (2015)則進一步以系統性的方式來研究藥癮者的生理 (基因、免疫指

標及臨床表徵 )、心理 (人格特質 )、社會 (文化環境 )三者在交互作用下，有無

發現更具療效的戒癮需求，並發展出個別化戒癮療程的可能性；同時葉宗烈、

陸汝斌、楊延光和郭柏秀 (2011)亦嘗試研究有無藥物可協助腦細胞修復 (類似

服用保肝片的概念 )，並以一種藥物治療歷程 (Memantine，失智症用藥 )，來探

討其如何抑制腦細胞發炎反應並提供神經膠細胞保護作用，此外亦進一步瞭解

多巴胺傳輸及認知功能缺損如何影響其藥物濫用復發行為及可能的緩解機制 (和

保護機轉 )，該研究發現服用Memantine的藥癮者在多項抽血發炎指數、腦神

經滋養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簡稱 BDNF)指標以及在神經心

理測驗上的結果皆顯著優於對照組，證明藥癮所造成的認知功能缺損是有復原

契機的 (陳秀蘭、陸汝斌，2015)。

就認知功能復健處遇計畫而言，郭乃文 (2016)也明白指出，關於個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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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譯 文力、記憶力等一般性內容，須包括下列幾個主要原則：首先是神經心理復健

策略 (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strategies)須依循神經心理衡鑑結果

或腦影像標定之功能缺損區域 /迴路來設計，以符合校標療效；其次，復建

策略強調個體的自主性與生態性，同時應由易至難漸次提升複雜性 (如單一

指令變成多向度說明 )，並採用多元治療模組 (如使用輔具 )，以期達到環境

適應及新學習的共同目標；最後，考量個體日常生活需求、訓練期程 (包括

損傷與復原程度 )、環境支持系統 (如居住地點與同住人口 )、個體動機與身

心狀態⋯後，方可提升個體所需的心智功能，並將療效類化至不同向度的認

知功能。舉例而言，對一位罹患糖尿病引發視網膜病變、高血壓及長期濫用

安非他命的收容人來說，聽覺為主的神經心理測驗或復健策略 (如算數測驗

Ar、記憶廣度測驗 DSp)就比視覺為主的測驗或復健策略為佳 (如數符替代

DSy、符號尋找 SS)；同樣的，當收容人住在療養房時，由於無須配合一般場

舍作業，因此在其病情得到初步控制穩定後，認知功能復健計畫即應可嘗試

設計事前計畫 -自我監控 -事後評估 (如計算自己低落情緒、正向情緒的次

數 )；而當收容人配業安置在場舍時，復健策略或許就應調整為以抑制反應 -

認知彈性等執行功能為主的認知訓練 (如生氣時記得先舌頂上顎數數、每天

寫下明日自我健康管理目標 )，以符合實際生活環境的不同複雜程度。

最後不可不提的是近年來最新的基因研究：表觀遺傳因子 (epigenetic)。

現在關於 DNA的知識眾所周知，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後天因素亦會在不影

響基因下卻實際改變了個體的生物表現 (phenotype)或者改變其基因調控方

式，例如同卵雙胞胎擁有相同的基因組卻因為分別由不同家庭領養而出現截

然不同的人格類型、行為樣態或罹患不同疾病，過去僅能以「後天影響」簡

單帶過，而如今則開始在表觀遺傳因子中找到證據。表觀遺傳因子是染色體

與 DNA相接合的化學物質，環境汙染、壓力飲食、藥物影響都會造成個體

表觀遺傳因子的改變 (此時 DNA序列仍未受影響 )，動物實驗已證實此影響

可透過表觀遺傳因子傳遞至後代，甚至多代後便可能會直接改變其原本的基

因組型；因此，若能有效調控表觀遺傳因子的變化，我們是否就能修飾或修

補、抑制或激起、增加或降低個體的神經生理 (或神經心理 )改變呢？許多

跨領域的大型研究已經啟動 (譬如自閉症、思覺失調症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藥癮者或失智症患者亦能從中獲益。(科學人第 154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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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可見的未來，當我們進一步開始運用神經心理治療策略來試圖強化

戒癮動機或學習有效因應策略、抑制物質渴癮需求或削弱成癮記憶感受時，將

會有更多、更具療效的實證應用技術可供結合應用；而透過神經心理測驗，除

能夠對於我國藥癮者個體注意力與記憶力數據提供初步基礎資料外，更重要的

是，當藥癮者在矯正機關戒除毒品、生活作息正常且開始擁有均衡飲食的同時，

如何進一步提供以神經心理社會模式 (neuropsychosocial model)為基礎的認知

功能復健處遇計畫來協助藥癮者邁向復原，最終得以促使其額葉執行功能 (包

括意志力、自我效能、抑制衝動、抉擇與組織規劃、有彈性地達成目標⋯等 )

以更佳的水準幫助自己做好風險調控及自主管理，甚至終將相關神經心理治療

的效益類推至暴力犯罪時，相信將會是所有矯正機關工作者心中的夢想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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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陳佑杰、張耀中

科技設備監控是一種透過電子科技來進行判斷的方法，用以瞭解受監控者

的行蹤位置，達到預防再犯、保護被害人及社會大眾安全之目的。我國於 2005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時在第 20條當中特別針對假釋或緩刑付保護管束的性

侵害犯罪加害人，如有指定居住處所或宵禁之需，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許可輔

以科技設備監控。主要目的乃在藉由行為之追蹤與控制，達到預防再犯之目的。

其後的 2011年修法又更進一步將科技設備監控列為獨立的處遇方式。

科技設備監控在我國實施至今已邁入第 14個年頭，迄 2018年年底亦累

計達 1,375名的監控人次。觀察歐美等國家的發展軌跡，科技設備監控多定位

於替代監禁，以開放社區監督繼續維持對於受監控者管控的一種「中間制裁措

施」。對比之下，我國一開始便在對象設定適用上限制於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

束加害人。且在實務執行面，觀護人對於評估為中高或高度再犯風險的加害人

得報請檢察官對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背後社會防衛的思維更是不言可喻。

本文嘗試對於我國科技設備監控的發展歷史作一回顧介紹，並釐清整理科

技設備監控在我國刑事司法體系當中的定位與意義。其次，就所蒐集到的官方

數據資料進行政策評估，包括過去較少觸及之成本效益分析。最終，希望藉由

客觀數字的呈現，提供給政策制定與催生者，以及第一線執行業務的同仁更多

提醒與反思。

關鍵字： 科技設備監控、中間制裁措施、社區處遇、政策評估

1、 本文係 108年度法務部保護司參與第四屆世界觀護年會發表之原文。本屆年會於 2019年 9
月 18日至 20日在澳洲雪梨舉辦。報告準備期間承蒙中央警察大學陳玉書副教授、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統計室蘇慶鳳主任諸多協助，併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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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of Sexual 
Offenders in Taiwan

Abstract                           Yu-Chieh Chen, Yao-Chung Chang

Electronic monitoring of sexual offenders in Taiwan has been 
used for 14 years. Looking back at previous amendments to the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Act, it was found that offences were all related to 
major sexual assault crimes. Variou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dicate that 
the trend of anti-social sexual assault in Taiwanese society is increasingly 
biased towards social defence and public safety. This session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offenders who have been supervised 
by authorities to date. Cost-benefit analysis will help to answer questions 
such as - is the investment budget and related costs reasonable? Can the 
program achieve its maximum benefit?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venting recidivism - c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cidivism of sexual assault offenders? Is this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other community treatments?

Keywords :  electronical monitoring, intermediate sanctions, community 
treatment, 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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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刑事政策的方向和立法沿革多與重大性侵害案件之發

生有重大關係。1996年底發生震驚社會的彭婉如命案，促成了隔年我國首部性

侵害犯罪防治專法的制定；爾後又因 2005年楊姓受刑人（華岡之狼）的假釋

議題引起輿論熱議，立法委員、婦運團體與大眾媒體主張參照美國性侵害加害

人社區處遇法律，力陳必須對性侵加害人建立刑後強制治療、社區登記、科技

設備監控宵禁、測謊、禁止接近特定被害人等等的社區監控機制。2011年復因

雲林葉小妹遭刑滿出獄性侵累犯姦殺案，婦運團體及立法委員主張採取更嚴格

的性侵犯社區監督政策，包括性侵犯終身保護管束、社區登記的公開、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 24小時科技設備監控及化學去勢等措施，促使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當年再度修法。 

綜觀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立法及社區處遇制度走向，多以美國作為借鏡。

惟美國認為性侵害加害人是不可治癒且危險的，故其思維以風險管理為主，利

用嚴密的監控手段維護社區安全。但美國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制度，常因過

於嚴格引發違憲爭議。歐洲國家國情雖或有不同，整體來說對於性侵害加害人

採取較為包容的刑事政策。將性侵害加害人視為是可治療的，強調加害人最終

應融入社會。因此在科技設備監控、社區登記制度等的表現上，較諸美國來得

寬和。我國採取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主張刑法不只有從嚴的刑罰，也強調刑

法有其極限性，應有謙抑內涵的一面。是以我國對於性侵害加害人之科技設備

監控、社區登記報到制度未若美國嚴格，同時也透過刑中、刑後治療及觀護、

更生等機制，輔導受刑人復歸社會。

本文將就我國科技設備監控的發展歷史作一整理回顧，並且釐清科技設備

監控在我國刑事司法體系當中的定位與意義。其次，亦就所蒐集到的官方數據

資料進行政策評估，包括過去較少觸及到的成本效益分析。最後，希望藉由客

觀數字的呈現，提供給政策制定與催生者，以及第一線執行業務的同仁更多提

醒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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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科技設備監控的發展

科技設備監控
1(Electronic surveillance)係指利用電子設備來監督受監

控者的行蹤（或狀態），以達到預防再犯、保護被害人及社會大眾安全等目

的。實務上常見運用監控的方式包括有：語音驗證（Voice Veri�cation）、

無線電頻率（Radio Frequency）、視頻顯示器（Video Display）、呼氣酒精

測試（Breath Alcohol Test），以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等。概念上都是由監控者透過科技設備進行遠端的監控追蹤，以

預防犯罪者的再犯行為（劉寬宏，2016）。

儘管模式與態樣如此多端，囿於本文所探討之主題以及我國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制，以下所稱之「科技設備監控」一詞係指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條第 3項第 7款，「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報請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亦即監控端為觀護人，受監控

端為緩刑或假釋付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監控主要作為我國現行社區處遇的

方式之一。以下將先就歷年我國實施科技設備監控相關法律以及行政規範做

一介紹，其次再就各代軟硬體技術的革新發展進行說明。

一、科技設備監控的法規沿革

2005年 2月 5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以下簡稱本法 )修正公布，其中

第 20條第 3項規定「觀護人對前項第 4款、第 5款（即指定居住處所及實

施宵禁）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後，

輔以科技設備監控。」法務部旋於同年 6月依本法第 20條第 8項規定，草

擬「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科技設

備監控實施辦法 )」，並於同年 8月 5日實施。其後在 2011年 11月 9日本

法修正原文第 20條第 3項第 7款，將科技設備監控改列獨立處遇方式之一，

不再附隨於限制住居及宵禁之實施。另外為免宵禁一詞遭混淆誤解為夜間時

1、 國內多數文獻常以「電子監控」稱之。雖較為口語化，但「電子」的技術，無法涵蓋或因
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因此當訂定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內的相關法規時，便用「科
技設備監控」代替俗稱的「電子監控」，以求用語的週延。參考「法務部科技設備監控問
答」，網址：https://www.moj.gov.tw/cp-256-45329-b6dd7-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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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得外出，爰修正為監控時段內，未經許可，不得外出。

有關監控期間的部分，依據 2012年 1月 5日法務部修正的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2項規定，「監控期間以三個月為一期。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報請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延長之。」復經數年之實務運作，法務部衡酌觀護人之監

控需求以及受監控者之再犯危險性等因素，認為原先之「以三個月為一期」有

調整之必要。故於 2016年 5月 31日再度修正實施辦法第 6條第 2項及第 14

條第 2項，刪除監控期間以三個月為一期之規定，改以「自檢察官許可之日起

算，至受監控人保護管束期滿日為止。」另為維護受監控者之人權及社會防衛

之目的，「觀護人每三個月須評估一次」，倘若符合第 14條第 1項之規定，

「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停止執行。」而停止執行以後，「如經評估

仍有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繼續執行（第 14條第

2項）。

為配合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之修正，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於 2018

年 9月 14日再度修正。悉數刪除條文中有關「法院」等文字，俾使檢察機關名

銜「去法院化」以達實質中立之目的。 

年月 大事記

2005年 2月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條第 3項修正，對於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得
實施科技設備監控。

2011年 11月 科技設備監控改列獨立處遇方式。

2012年 1月
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第 6條第 2項修正，監控期間以三個月為一期，必
要時得延長之。

2016年 5月
再次修正上開實施辦法，刪除三個月為一期監控期間之規定，改至保護管

束期滿日為止。

2018年 9月
配合法務部組織法、法院組織法等修正檢察機關名銜「去法院化」，刪除

實施辦法中之「法院」等文字。

表一：科技設備監控相關法規修正一覽

資料來源：法務部保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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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技設備監控的各代發展

科技監控設備依其運作原理，可大致分為以下幾種：(1)主動性監控系

統 (active system)。係由受監控者住家之收信器接收受監控者身上之發信器

信號，復經由收信器主機轉送到監控中心的中央電腦。(2) 被動性監控系統

(passive system)，需由受監控者親自接電話，以確認是否離開監控處所。通

話時監控端對於受監控者進行特定內容之詢問，並進行聲紋比對。(3) 探測

系統 (tracking system)。將收信主機安裝在汽車內，由執法者駕駛車輛在受

監控者應該或可能出現的地方巡邏。定時接收的無線電信號也會透過轉送回

監控中心的中央電腦。(4)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即搭配人造衛星定位的

技術，無遠弗屆地進行偵測，監督功能達到滴水不漏。我國的科技設備監控

於 2005年正式入法，運用在性侵害犯罪防治領域迄今。過程當中資訊技術

與通訊科技不斷演進，先後共經歷三次重大變革。說明如下：

1.第一代科技設備監控

從 2006年 1月起的推動初期，科技設備監控受限於技術因素僅能辦理

夜間室內監控。此階段主要採用「影像電話監控」方式，於性侵害加害人家

中裝設影像電話，並由地檢署觀護人或法警以定時或不定時的影像電話確認

受監控者是否遵守宵禁規定。屬於前述之被動性監控系統。

圖一、二：第一代監控設備

（受監控端：包括話機鏡頭及外接一監視旋轉鏡頭可監控兩處空間）

177



我
國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之
發
展
回
顧
與
未
來
展
望

矯政期刊　第 9卷第 1期 民國 109年 1月

圖三、四：值勤人員監控端

圖五、六：第二代監控設備

（居家讀取器與隨身發訊器）

2.第二代科技設備監控

法務部為提升科技設備監控功

能，自 2009年開始規劃以個人區域網

絡通訊技術為基礎之 RFID定點式居家

監控系統。系統元件包含居家讀取器、

訊號延展器及隨身發訊器。隨身發訊

器具備防破壞、防水、耐溫及訊號傳

送功能。透過隨身發訊器能與居家讀

取器、訊號延展器互相傳遞訊號，並

將訊號傳至伺服主機。

3.第三代科技設備監控

2010年起法務部督導臺灣高等

檢察署委託民間科技公司研發第三代

的科技監控設備。2012年起我國科

技設備監控進入另一個新的紀元─採

取全區域監控行蹤軌跡紀錄與定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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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等資訊通訊技術，可得知受監控者的即

時位置及歷史行蹤軌跡。科技設備監控提升到 24小時全時段、全區域之行

蹤軌跡紀錄監控。而除了定位技術的發展，與此同時透過「科技設備監控及

觀護專業知識系統平台」的建置，觀護人在執法過程中的知識管理及累積也

在不斷地強化
2
。

2、  執行科技設備監控之觀護人利用Ｇ IＳ地理資訊圖像有效追蹤受監控者，並分析受監控者
日常行蹤，例如查證工作地點是否如其所述，或透過行蹤軌跡，瞭解是否出沒於特殊地點
或流連於特定區域。

圖七：第二代科技設備監控運作模式

圖八：第三代科技設備監控示意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保護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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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科技設備監控主要透過電子訊號發射裝置、電子訊號接收裝置

以及電腦監視系統等三個部分的合力運作，對於受監控者進行位置追蹤。目的

在瞭解受監控者是否在指定的時間出現在特定的地點，並提供執法者進一步判

斷有無違反指定遵守的事項。然而除了認識科技設備監控的樣態與發展外，吾

人仍需瞭解為何它會出現在刑事司法領域之中以及屬性定位，始能窺見全貌，

此為下一段的探討重點。

參、科技設備監控在刑事司法系統中

的功能與定位

一、科技設備監控的思維脈絡

行為主義的心理學家史基納博士 (B.F. Skinner)提倡操作制約學習理論，主

張人類行為係學習而來的，是由外界環境刺激所造成的。人類行為與環境互動

過程中有增強與懲罰兩種調控機制。增強又可分為正面增強與反面增強。前者

指行為因獲得報酬而增加其次數；後者則是行為為要避免負面之結果 (如去除

內心痛苦、焦慮及挫折 )而增加其次數。

依循著這套理念，1960 年代哈佛大學的研究團隊發明一種可攜式雙向訊

號發報器，又稱「行為傳送強化器」（Behavior Transmitter-Reinforcer）。透

過雙向傳遞，訊號得於基地台及發報器兩端來回傳送，藉此方式回報犯罪者在

生活環境中之人際互動及情緒狀況，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犯罪者矯治及社會支持

上的行為回饋。

然而科技設備監控被正式地引進刑事司法系統當中，許多文獻必然會提到

美國 1983年新墨西哥州的一位法官 --拉普 (Jack Love)。80年代的美國，犯罪

矯治面臨著遭到質疑的巨大聲浪，當以大規模的監禁應對時，卻造成獄政系統

嚴峻的人犯超收問題。嘗試透過在假釋出監者身上配戴電子腳鐐，藉此避免實

施監禁。也因為成效不差，之後被其他各州，或是加拿大、英國等紛紛效法，

成為今日科技設備監控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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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適用的對象與範圍探討科技設備監控的定位

由過去的歷史淵源觀察，科技設備監控在早期的刑事司法系統中是做

為一種替代刑罰的方案，或有稱做「中間制裁措施」，作為機構內、外處遇

之間的一種過渡調劑。但隨著適用的範圍與對象愈加廣泛，其於刑事司法系

統當中所被賦予的功能與目標也就愈加多樣。

如以對象來做區分，今日的科技設備監控可適用在：(1)緩刑、假釋中

的受保護管束人，見於我國、美國、德國等法制；(2)待審被告，作為羈押

之替代措施，見於英國、德國之法制。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後也將採用；(3)

特殊自由刑判決確定者，作為傳統自由刑的處遇替代措施，見於英國之法制；

(4)特殊執行保安處分者，如藥酒癮者之替代措施。

美國早在 1980年代就將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刑事司法體系，初期對於

非暴力犯罪者實施居家監控（home detention）。隨著科技進步，近年開始

對犯罪者進行 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電子監控。2005年因為潔西卡法案的

通過，加害對象為幼童的性侵害犯出獄之後，必須終身配戴 GPS全球衛星定

位系統電子監控工具。電子監控的定位也逐漸趨向於社會防衛的監控（劉寬

宏，2016；蕭宏宜，2012）。

英國在 1989年首次實驗性針對從刑事交保被告以電子監控替代羈押，

是為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之濫觴。1991年修正刑事法法案，通過宵禁令作為

電子監控之法源依據。將宵禁施以電子監控的規定作為一種社區處刑之方

式。宵禁規定可使受監控者在指定地點 1天待 2至 12小時，期間最多 6個

月。緊接著在 1995年運用宵禁令在緩刑被告，並不斷擴大適用範圍及對象。

自 2007年 2月起，於大曼徹斯特地區、英格蘭中西部地區等地，採用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24小時監視被定罪的竊匪、搶劫、性犯罪、家庭暴力犯

罪者（鄧巧羚，2011）。

德國實施科技設備監控最早的考量亦在紓緩監禁人口、節省國家財政

負擔以及避免監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該國科技設備監控的實施除具有替代

原本自由刑的功用外，也要求對於受監控者「再社會化」功能的重要性。換

言之，科技設備監控必須是能夠協助受刑人重返社會。也因此，如果在執行

181



我
國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之
發
展
回
顧
與
未
來
展
望

矯政期刊　第 9卷第 1期 民國 109年 1月

上會使得受監控者的再犯可能提升，則不應再繼續實施，益加彰顯其避免標籤

化，轉向處遇之色彩 (馬躍中，2018）。

此外，由於涉及「人格自由發展」、「個人身體完整性與自由權」以及「信

件、郵電以及遠距通訊秘密」等基本權之討論，德國科技設備監控的運用相較

其他歐洲國家發展也較晚。因其保安監禁（Sicherungsverwahrung）受到歐洲

人權法院以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大量受刑人回歸社會，引發民眾恐

慌。從 2000年才開始將電子監控適用於刑事司法領域（馬躍中，2013）。在

2009年以前，各邦僅以指令方式進行電子監控，一直未有明確的成文法授權。

直到2009年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決定在邦立法中明確規範，

開啟了德國立法承認電子監控的先驅（鄧巧羚，2011）。該國更於 2010 年 10 

月 5 日修正了刑法第 68b條，科技設備監控正式納入刑事制裁手段（馬耀中，

2013）。

最後，同屬亞洲的鄰邦韓國，從 2008年開始實施位置追蹤（電子監控）

方案，初期實施對象為性暴力罪犯。爾後在 2009年、2010年以及 2014年將

電子監控實施對象逐漸擴大到兒童綁架犯、殺人犯和強盜犯。依據據特定犯罪

人位置追跡法（Act on GPS Tracking of Speci�c O�enders）實施位置追跡命令

（電子監控命令），適用於性犯罪者、兒童誘拐 /綁架者、殺人犯罪者 。不同

於我國的實施對象僅限假釋或緩刑者，韓國對於刑期終結之人或監護機構釋放

者 /精神治療拘留所執行終結者，亦依其狀況施以不同期間的監控（尹鉉鳳，

2019）。

三、小結

整體而言，科技設備監控隨其在刑事司法程序當中的不同，也以多樣化的

角色在變換著。倘再加上不同國家對於犯罪者或受監控者的處遇定位歧異，也

將有其各具特色的功能樣貌。此將於下段繼續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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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防衛與社會復歸間的拔河─功能面的再

省思

過去在討論科技設備監控使用的優點包括，緩和監獄超額收容與減少

矯治經費、符合國民法感情、高科技技術的運用、教育刑思潮之反動、保

持犯罪者與家人及社會的連結、社區處遇民營化之先驅及增加刑事司法政策

使用工具的選項，可作為預防再犯協助更生、實質懲罰產生心理威嚇等等。

至於所引發的批判也包括有，擴大刑事司法網的適用、社區內處遇改善的效

果、監控與否之決定與正當法律程序、電子科技本身的穩定性、社區處遇民

營化以及成本效益等等的問題 (許福生，2017)。凡此種種，吾人可以歸納於

「社會防衛」與「社會復歸」兩股力量之間的角力拔河。

從國外的例子來看，科技設備監控結合了宵禁與在家監禁，藉由辨別

受監控者是否離開指定居處所，以判斷其有無違反宵禁或在家監禁命令之目

的。一方面追蹤確認受監控者的順從程度，作為接續處遇的依據；另一方面，

也在使受監控者產生心理負擔，預防累再犯之發生 (鄭添成，2006；許福生，

2017)。因此有論者謂，如從對於犯罪者的監督及控制角度著眼，「科技設

備監控基本上並不是以復歸社會模式的社區處遇作為基礎，而是強調監控的

功能遠大於矯治的功能。」 (劉育偉、許華孚，2017)

劉育偉、許華孚綜合參考蘇格蘭、瑞典與美國等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

後，採取較為批判的觀點認為，「科技設備監控並非是萬靈丹，無法排除配

戴者的再犯風險。因此必須與適當的治療處遇相結合，建立雙向治療監督網

絡⋯因此，科技設備監控應定位為教育性質的處遇，由『防制』轉向為『防

治』，並借鏡國外經驗，增進社會福利，力促受監控者完成社會復歸。」 (許

華孚、賴亮樺，2014；劉育偉、許華孚，2017)

實務工作者林順昌博士 (2009b)採取比較全方面的觀點。他參考比較美

國各州的做法後，按其類型概分為：「復歸照護型」、「監禁轉向型」以及

「治安防衛型」等三類。「復歸照護型」以伊利諾州、愛荷華州以及堪薩斯

州等為代表，特點是「在限制受監控對象的行動條件下，照護渠等如戒癮、

就業或就學等需求。」；「監禁轉向型」則有阿拉巴馬州、德州與伊利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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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區為代表，特點是「依照各司法單位所設定之不同對象，如毒癮犯、非

暴力犯或微罪之少年犯等，藉由社區監控排解監獄擁擠問題。」；「治安防衛

型」則是如德州與密西根州，特點是「對於受監控對象進行嚴格的監督與管制，

以求能充分掌握惡質犯罪者的行動。」

如以臺灣實務運作的發展來看，更接近美國所謂社會安全防衛的架構脈

絡。對於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的態度往往隨著社會輿情表現得愈加防衛。儘管基

於現實上種種限制，監控者並無法得知受監控者現在在做什麼、想什麼或和誰

再一起，科技監控設備至多只能當作是一種輔助的措施 (Cobley, 2003)。然而一

次次的修法以及司法機關隨之而來的因應，卻是愈加保守謹慎。從原本的 3個

月為一期進行評估，改為目前的保護管束期間內原則均為監控期間。因此殘刑

/刑期（保護管束期間）愈長者，監控時間便可能愈久。

我國的下一步，何去何從？知名的刑法學者張麗卿教授 (2019)提出她的看

法，認為「無論是社會防衛或是社會復歸都是控制再犯風險的態度⋯防衛與復

歸之間求取平衡有賴於中間措施的科技設備監控。」她並進一步提出建議，「應

重新思考現今以威嚇為導向的運作模式。參考德、韓等國的作法，以社會復歸

為主、社會防衛為輔。」

伍、我國科技監控設備的實證評估研究

一、政策評估與分析簡介

政策評估自上世紀前半葉開始發展，先是從民間基金會的社會創新方案，

60年代後也延伸到各政府單位，至 70年代達到最高點。我國有關各項刑事政

策或方案的評估，數 10年來透過政府以及學術界的研究，已累積不少報告和文

獻。在方法與技巧相對成熟的基礎下，如何提升精確度勢必成為未來關注的重

點。

學者 Mark等人 (2000)認為政策評估應具有下列 4種目的：1、對於功

績和價值的評估 (Assessment of merit and worth)：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政策

或計畫價值中，發展出有根據的判斷。2、程序和組織的改善 (Progr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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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improvement)：利用資訊直接修正以及增強程序的操作。3、

監督和遵守 (Oversight and compliance)：評估是一個程序遵循法令、法規、

規則、強制性標準或任何其他正式期望的程度。4、知識發展 (Knowledge 

development)：在政府和計畫的背景下，發現或測試通用的理論、命題和假

設。

林順昌 (2009a)整理各國文獻後認為，科技設備監控的存續價值可從三

方面來考慮：(1)成本效益評估。最常使用，然而缺點是多數的研究指標都

太過於簡略模糊。(2)減少監禁的成本。容易進行對照，但卻與我國目前的

制度設計不同。(3)預防再犯的發生。是一般大眾與論最為關注的議題，但

在研究方法設計上不易找到實質供作對照的資料。

本文在前半部依序探討了我國科技設備監控的發展史，同時比較不同

國家的法制設計，尋思可能定位。而在政策推動多年後進行「事後性、回顧

性 (retrospective)」的評估亦是一種負責任的、回應社會關注、強化司法公

信力的作法。因此，後半段將會透過歷年所累積的官方次級資料進行整理，

分別從科技監控與再犯發生之關聯以及初步的成本效益分析等議題來作說

明，並據此提出具體建議。

二、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之效益檢討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當中與科技設備監控相關的條文在 2005年修正通

過，各地檢署觀護人對於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包括科技設備監控在內的各項作

為也從隔 (2006)年 1月起陸續執行。以下所蒐集到的官方統計數據分別由法

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所提供，各類數據的起算年限不等。雖不完整，但屬

於我國在執行科技設備監控的初始資料，依然有其珍貴、無法替代之價值。

在論述順序上，先就官方數據
3
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其次再陸續討論科技

設備監控與再犯率之關聯以及成本效益分析。

3、 由於法務部目前並未有針對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特別蒐集個人特性 (如
性別、年齡、學經歷或職業等 )與所犯罪名、刑期等資訊，故此處的官方數據主要為法務
部統計處過去就性侵害犯罪相關議題之專題分析，以間接方式描述研究族群之各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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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官方次級資料分析

依據法務部 (2017)在 2008年至 2017年間針對性侵害犯罪的統計資料 4
，

10年間全國各地方檢察署偵辦性侵害案件偵查終結計有 44,746人，其中男性

約占九成八 (高於全般刑案之七成九 )；起訴人數計有 21,247人，占整體案件

比率為 47.5%。倘若加上緩起訴處分的被告 1,674人 (3.7%)，由檢察官初步認

定具有罪嫌者逾五成 (51.2%)；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的被告在 10年間計有 18,915

人，以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者最多 (4,908人，25.9%)。其次依序為一年以上

至三年未滿者 (4,576人，24.2%)，三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 (4,441人，23.5%)。

如以所犯罪名來分，裁判確定有罪者中以「對未成年人性交猥褻罪」(刑

法第 227條 )者居冠，計有 8,100人 (42.8%)。其次依序為「加重強制性交罪」(刑

法第 222條 )，計有 3,033人 (16.0%)及「強制性交罪」(刑法第 221條 )，計有

2,676人 (14.1%)。如經交叉比對罪名與裁判刑期，罪名為「對未成年人性交猥

褻罪」者以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占 50.9%)居多；罪名為「加重強制性交罪」

者以判處七年以上至十年未滿有期徒刑 (占 57.2%)最多；罪名為「強制性交罪」

者則以判處三年以上至五年未滿有期徒刑 (占 52.2%)居首。前者在現行法令下，

主要流入社區處遇中直接以緩刑執行；後兩者則會在入監服刑且符合假釋條件

後，再度回到社區。

裁判確定有罪者的年齡部分亦可發現年輕化的現象，分別主要集中在「30

歲至 40歲未滿」(19.8%）、「20歲至 24歲未滿」(19.7%）以及「24歲至 30

歲未滿」(17.8%）。然後比率依次向兩側年齡端遞減。再經交叉比對罪名與犯

罪者年齡，所犯罪名為「對未成年人性交猥褻罪」者較為年輕，其年齡層在 18

歲至 30歲未滿者占七成二；此外，14歲至 18歲未滿之有罪者的犯罪行為中有

一成四為「加重強制性交罪」。年輕族群在未來我國從事性侵害犯罪相關防治

工作勢必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群。

4、 法務部統計處，性侵害犯罪統計分析，2017年，共 6頁。惟此處數據並不包含性騷擾防治法
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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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自底下性侵害犯罪「科技設備監控執行累積人數圖」發現，

2011年以前人數成長較為緩慢，之後便開始有了明顯的成長。2009年起

的短短 9年間從 136人，到了 2018年底已達到 1,375人，成長有 10倍之

多。這顯示科技設備監控的技術愈臻成熟穩定，觀護人對於使用的接受度也

愈來愈高。以去 (2018)年為例，全年計有 251人納入監控，折換日數總計

84,425日，平均每位受監控者的監控日數為 336.35日。

圖九：科技設備監控執行累積人數 (2009年至 2018年 )

(二 ) 性侵害案件再犯率之研究

為求落實政府對於婦幼人身安全的重視與維護，觀護人對於性侵害、

家庭暴力等類型案件尤其強調「分類分級」與「核心個案」的 管。針對性

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凡經評估屬中高 (含 )以上再犯危險者，觀護人透過

加強約談、訪視、驗尿、科技設備監控、治療等處遇措施，以降低加害人的

再犯風險。以 2018年為例，迄當年底經觀護人列管未結的性侵害犯罪案件

計有 2,021件，進一步列管為核心個案者有 639件。當年度觀護人共進行了

14,387人次的約談、1,908人次的訪視、1,046人次的驗尿、至少 10,892人

次的警局複數監督，以及 2,829人次不等的治療相關作為 (法務部統計處，

2019)。無論是對於案件執行的嚴謹度，乃至於婦幼人身安全的保障，觀護

人所投注的心力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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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18年假釋 /緩刑付保護管束結案人數 (含科技設備監控 )

1.性侵害假釋 (緩刑 )付保護管束實施科技設備監控案件

2018年終結的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計有 9,612件，屬於性侵害犯罪類型

者計有 472件。其中計有 128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 (27.12%)，124件 (26.27%)

於當年度因期滿而結案，4件 (0.85%)被撤銷；同 (2018)年度終結的緩刑付保

護管束案件計有 4,973件，屬於性侵害犯罪類型者計有 613件，其中計有 7件

(1.14%)實施科技設備監控，7件 (1.14%)因期滿而結案，0件被撤銷。由此得知，

在觀護人所執行的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案件中，緩刑的案件數多於假釋。而

相對於初犯或犯行輕微的緩刑性侵害犯，假釋族群實施科技設備監控的比例幾

乎達到三成。低度的撤銷率一方面意味著科技設備監控對於性侵害犯的行為約

束已達到一定之效果，另一方面也代表觀護人經由多年傳承所累積下來的管理

經驗已臻相當成熟度。

2.列管 (非 )核心與再犯之關聯性

依據法務部統計處所提供之統計資料，在 2006年至 2018年間計有 8,369

件性侵害保護管束案件終結。在這當中，觀護人經評估後認為應列作「列管核

心」案件者總計有 1,773件， 應列作「列管非核心」案件者計有 6,596件。會

屬前者之案件多為犯行較為嚴重之性侵害犯罪人，而後者則多係一般未成年強

制性交等類型之犯罪人。經交叉比對 (未 )再犯人數，透過卡方檢定所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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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X²=107.312 ; df=1; p=.000)，顯示性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經審慎評估後的

列管 (非 )核心案件與是否再犯具有一定之關聯性。

表一：列管 (非 )核心與再犯之關聯性  (2006年至 2018年 )

列管 (非 )核心
是否再犯

總和 (%)
否 (%) 是 (%)

核心 1,006 (56.7) 767 (43.3) 1,773 (100.0)

非核心 4,602 (69.8) 1,994 (30.2) 6,596 (100.0)

總和 5,608 (67.0) 2,761 (33.0) 8,369 (100.0)

N=8,369; X2=107.312 ; df=1; p=.000

表二：列管 (非 )核心與執行期間再犯 (非 )性侵案件之關聯性  (2006年至 2018年 )

列管 (非 )核心
是否再犯

總和 (%)
否 (%) 是 (%)

核心 228 (83.2) 46 (16.8) 274 (100.0)

非核心 720 (87.2) 106 (12.8) 826 (100.0)

總和 948 (86.2) 152 (13.8) 1,100 (100.0)

N=1,100; X2=2.703 ; df=1; p=.100

3.保護管束期間列管 (非 )核心與再犯之關聯性

再犯案件區分為「保護管束期間內再犯」與「保護管束期滿後再犯」。

前者總人數為 1,100人，後者總人數則為 1,661人。期滿後再犯各類 (含性侵 )

案件者顯然較前者為高，顯示觀護人的各種作為對於性侵害犯罪人的再犯與

否仍具一定影響力。

首先就「保護管束期間內再犯」來說，視其所犯是否屬於性侵害案件再

作區分。屬於性侵害案件者計有 152件，非性侵害案件者計有 948件．經交

叉比對再犯 (非 )性侵案件人數，透過卡方檢定所得統計值 (X²=2.703 ; df=1; 

p=.100)，顯示在保護管束期間之內並不會因為觀護人將其列作列管 (非 )核

心案件，而對於性侵害犯罪人再犯為 (非 )性侵案件具備有一定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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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列管 (非 )核心與期滿後再犯 (非 )性侵案件之關聯性  (2006年至 2018年 )

列管 (非 )核心
是否再犯

總和 (%)
否 (%) 是 (%)

核心 442 (89.7) 51 (10.3) 493 (100.0)

非核心 1,085 (92.9) 83 (7.1) 1,168 (100.0)

總和 1,527 (91.9) 134 (8.1) 1,661 (100.0)

N=1,661; X2= 4.903 ; df=1; p=.27

4.保護管束期滿後列管 (非 )核心與再犯之關聯性

其次再就「保護管束期滿後」進行探討，依其所犯是否屬於性侵害案件

作區分。為性侵害案件者計有 134件，為非性侵害案件者計有 1,527件．經交

叉比對再犯 (非 )性侵案件人數，透過卡方檢定所得統計值 (X²=4.903 ; df=1; 

p=.27)，顯示即使是性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原經評估列作列管 (非 )核心案件，

但因期滿後執法機關對於性侵害犯罪人已無約束能力。因此，列管 (非 )核心

案件與否和其再犯為 (非 )性侵案件不具備有一定之關聯性。

5.監控期間與再犯 (非 )性侵案件之關聯性

如著眼於科技設備監控對於再犯預防之成效，2006年至 2018年同期間內

累計有 1,215人完成監控，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 (378人，31.11%)在監控期間

內或期滿之後再犯性侵害或其他類型的犯罪。同樣地，期滿後再犯各類 (含性侵 )

案件者顯然較監控期間內者為高，顯示觀護人的監控作為對於性侵害犯罪人的

再犯與否仍具一定之影響力。

最後經交叉比對再犯 (非 )性侵案件人數，透過卡方檢定所得統計值

(X²=.269 ; df=1; p=.604)，顯示其實無論是在監控期間內或外，與性侵害犯罪人

再犯是否為 (非 )性侵案件並不具備有一定之關聯性。

190



6
實務交流

表四：監控期間與再犯 (非 )性侵案件之關聯性  (2006年至 2018年 )  

合計
再犯 (%) 性侵 (%) 非性侵 (%)

378 (31.11) 52 (4.28) 326 (26.83)

科技監控期間 84 (6.91) 13 (1.07) 71 (5.84)

科技監控期滿 294 (24.20) 39 (3.21) 255 (20.99)

N=1,215; X2=.269 ; df=1; p=.604

無論如何，誠如學者所云僅以科技設備監控預防再犯仍有一定之侷限，

其他複數監控作為亦須強化。特別是如何強化後續人力的介入配合措施，成

為能否產生預期效益的重要關鍵所在 (許福生，2017)。

(三 ) 科技設備監控的成本效益分析

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t Analysis)，是將執行方案所需花費的

資源納入考量。包含有兩種類型：一、每一單位的成本，可以換取多少成果；

二、每一單位的成果，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且經常使用比較法進行之。鄭添

成 (2006)曾從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以紓解監獄過度擁擠與龐大花費的觀點，

提出成本效益以及財務分析。認為成本的部分必須包括監獄、觀護機構以及

警察機關在執行過程中的相關花費和所付出的時間成本。當時所得的結論並

認為，「如可提早受刑人的假釋，使其出監後結合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等方

案，應可為政府節省龐大人事、業務等行政管理費用，確實符合成本效益。」

然而，當年多項經費計算的方式太過粗略，且事實上替代監禁的模式並非目

前我國國情所採。能否全盤移植？恐怕存有相當疑義。

由下圖可知，在過去 6年當中除了 2017年案件微幅下滑之外，整體科

技設備監控的案件量呈現成長趨勢。反觀政府的預算編列卻似乎未能隨著案

件量的成長做出對應調整。以過去兩年來說，2017年每個案件粗估分配到

40.95萬元。2018年每個案件僅約可分配到 25.90萬元。差距不可謂不大 5
。

國外曾就科技設備監控的使用與犯罪率之關聯進行研究並發現，在同時搭配

5、 至於 2019年的預算編列，依據法務部保護司所提供之資料為 4,718萬元。案件量的部分
則尚待年度終結始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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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備監控與居家監禁的情況下，每年大約可減少近 78萬筆的犯罪數字。政

府因此節省了近 4,810億美元，而與此同時耗費在監控的費用則僅有 379億美

元 (Yeh, 2015)。類似的評估研究值得我國省思。未來可加強科技設備監控與犯

罪率的關聯性研究，以有效反映在預算爭取上頭。

還有一點必須要提到，現行科技設備監控執行主體為各地檢署觀護人。臺

灣高等檢察署另設有 1名借調辦事觀護人統籌全國性行政事務。依據「法務部

所屬各地方檢察署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值勤實施要點」第 3點，「各地檢署實施

科技設備監控期間，由觀護人組成 4人以上之輪值小組。地檢署之觀護人員額

不足或未置觀護人者，得由檢察長另行指定值勤人員及核定輪值小組之輪值人

數。」在實務運作上，各地檢署所能支援投注的監控人力卻是不盡相同。有的

地檢署僅由觀護人輪值，有的則會協同法警或書記官等職員組成輪值小組
6
。此

外由於缺乏觀護人執行假釋或緩刑付保護管束的平均日數來做對比，僅就每位

受監控者平均的監控日數 (336.35日 )單獨來看，實在難以理解這樣的監控時間

究竟是過長或是過短？對於監控者或受監控者是否存在一個合理適當的監控期

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執法機關決定鬆綁對於監控期間條件限制的同時，

6、各地不同的輪值編組及人數是現實當中計算成本效益的一大難題。

圖十一：科技設備監控案件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2013年至 2018年 )

當年預算數 當年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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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控者的監控期間便被向後拉長了。

(四 ) 小結

本文認為，儘管統計結果發現科技設備監控的實施與再犯是否為性侵

害案件未必具備一定關聯，但因社會輿情的關注，還是可以嘗試用 2-3年為

一期進行定期追蹤。搭配「成本效益分析」不僅可維持監控的品質，也同時

避免任何監控的決策流於恣意。當然，較理想的方式是透過研究設計，隨機

選派兩組以上的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分別施以監控 /不監控的處遇方式，再

比較其投入成本與預期效益 (如再犯率的降低 )。但由於事實上的不可能或

者是倫理上的限制，在真實社會的場景中進行政策或方案評估時，往往面臨

無法以控制組作為實驗對照，或是無法採取隨機分派受試者的窘境。這時候

政策評估人員只好運用統計技術，如迴歸模型、共變數分析等方法來校正原

始情境所無法控制的差異。

陸、結論與建議 
我國的科技設備監控在適用對象上目前僅針對假釋或緩刑中，且經觀護

人評估認有必要實施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相較於歐美諸國，發展歷史未長，

但一路走來卻也穩健踏實，慢慢有了自己的風格與模式。以下即針對本文研

究發現，搭配未來的社區監控發展策略提出幾點建議。

一、良好健全的防治網絡才是犯罪預防之良方

綜觀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修正，多與社會發生重大矚目案件有關。

在大眾輿論壓力及傳統應報主義的交互影響下，民眾對於犯罪者往往抱持著

隔離或懲罰的態度。實施科技設備監控期間的再犯率在統計數據方面的表現

確實較沒有實施監控為低。然而，針對高再犯風險的性侵害加害人，完善的

治療配套方案以及健全的防治網絡才是再犯預防的根本。透過警政、衛政、

社政、勞政等協力機關的專業資源結合才能夠降低再犯風險，確保社會大眾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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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充足的人力與資源，建立科技設備監控中心

我國的科技設備監控業務，目前由法務部督導臺高檢負責採購與執行。臺

高檢僅配置一名觀護人綜理全國性業務，人力著實吃緊。依照「科技設備監控

實施辦法」，執行監控業務之主體為觀護人。科技設備監控係為 1年 365天、

每日 24小時均需執行之業務，各地檢署觀護人分為平日與假日以兼職方式輪

值。夜間或例假日若遇有突發或違規狀況，觀護人必須即時處理，造成觀護人

生理、心理及業務極大負擔。

復依據該「實施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相關機關為辦理科技設備監控，

應備置必要器材及設備，並得視需要設置監控中心及相關人員。成立監控中心

統一監控案件動態，使案件及系統設備集中管理。集中式管理有利執行流程與

問題處理標準化，以及執行數據和經驗的大量累積。也可使監控業務得加以深

化，避免監控執行主體變動頻繁。

三、持續導入新的科技與知識，強化執法者的管理技術

GIS地理空間資訊軟體導入科技設備監控在我國實務已有多年，然而善用

從受監控者所累積的行蹤軌跡或出沒熱點以進行行為分析、研判與預測，始能

持續不斷深化執法者的知識及技能。在此同時，也必須澄清外界對於科技設備

監控可能過度侵入隱私或破壞人權的疑慮。除了完善有關執行監控的法令與作

業要點外，執法者尤須自律、自制，不可連結不當之用途。

除此之外，接軌目前國際間盛行的犯罪人管理模式，如 COSA、RNR以及

美好生活模式 (GLM)等等，融入到互動管理的策略當中，亦是強化執法者專業

知能的重要基礎。

四、區分不同族群管理，訂立合理評估解除機制

性侵害犯罪的加害人，依其年齡、所犯案由以及刑期等不同特性，即使同

被評定屬於中高再犯風險者，監控管理的策略也未必相同。畢竟，科技監控是

為人而存在。而非倒過來，人為了科技監控而存在。本文反對為了監控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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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因為監控抹滅了一個人在存在尊嚴。因此，受監控者如能配合社區治療

課程，以及各項執法者所交付的命令，在再犯風險已經審慎評估明顯降低情

況下，仍應立即予以解除。

五、防治網絡為防制再犯的主因，科技監控僅為輔助工具

部分立法者著眼科技設備監控的成效，希望進一步研究能否推展適用

於毒品、酒駕或家庭暴力等犯罪類型。惟欲擴大科技設備監控的實施，尚需

深入探究輔以科技監控必要性之犯罪類型，並就問題肇因、現行方案侷限、

科技監控設備之限制進行研析，以釐清該犯罪類型運用科技監控設備之適切

性。目前我國的科技設備監控，主要提供乃 GPS定位系統功能，可立即得

知受監控者之所在位置，但卻無法知悉其當下之行為。若涉及毒癮、酒癮等

物質濫用問題，處遇方針應著重轉介醫療體系，協助監督物質濫用者降低成

癮性，並提供適當就業及生活安養協助。透過「全人性處遇」引導其戒絕毒

品，走上復歸之路；家庭暴力犯罪者，探究其本質在於加害者對於性別認知

歧異以及暴力傾向，須積極掌握加害人參與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情形，

藉以降低加害人再次實施暴力之可能性。社會安全網之成功，需由柔性處遇

與剛性監督交織而成，僅偏向監督而忽略處遇，終將與社會復歸的目標背道

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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