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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杖芒鞋雨中行 

---我們的努力與成果 

105.2.5 

獄政是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後防線，而由於當前犯罪防治成效無法

滿足社會大眾期待，以致矯正機關經常招致輿論的批評與責難。隨著近

年來人權意識高漲，回首一年來，矯正機關面臨空前的嚴峻挑戰。立法

院、監察院針對少年處遇、特殊教育教學資源、矯正機關戒護管理模式

及監所醫療衛生等多方面指正，社會各界持續關注矯正政策走向，種種

如斯現均轉化成為矯正署前進的動力，促使我們不斷向前。 

以下，謹就教化輔導、作業技訓、戒護安全及醫療服務等面向，

說明近一年之辦理情形： 

一、教化輔導 

(一)明訂受刑人不服假釋救濟流程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1號解釋文意旨，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

不予假釋之決定者，其救濟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之。在相關

法律修正前，由行政法院審理。針對該號解釋，法務部明確規範

受刑人不服不予假釋之辦理程序，各機關須教示告知相關規定，

受刑人倘不服不予假釋決定欲提起訴願，或不服訴願決定欲提起

訴訟，矯正機關均應提供諮詢。另為強化矯正機關教化人員訴願

及行政訴訟等專業學養，及有效排除受刑人司法救濟之實質障

礙，法務部矯正署除於每年教化人員在職訓練研習班均安排行政

救濟相關課程外，並責成各機關積極尋找社會資源或法律志工，

以提供受刑人必要之訴訟輔導與協助，或轉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法

律扶助之相關資訊。 

(二)明確假釋審核參考標準 

為周延假釋審核機制，法務部廣納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之意

見，建構「犯行情節」、「犯後表現」（含在監行狀）及「再犯風險」

（含前科紀錄）等審酌面向之「假釋審核參考原則」，並針對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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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病弱、再犯可能性低、危害及惡性輕微者從寬核准；再犯

風險高、危害治安嚴重者，則從嚴審核。 

(三)加速假釋釋放流程 

法務部於 104年 7月起督導矯正署改進假釋作業流程，提升釋放

效率，透過短期刑專案速辦及簡化假釋核辦流程，大幅減少機關

間之公文函轉，有效縮短作業時程。 

(四)假釋電子化銜接 

為加速假釋釋放流程，自 104年 12月 7日起，檢察及矯正機關間

開始採用電子傳輸方式，遞送保護管束聲請裁定及指揮執行公

文，假釋核辦作業流程電子化，有效縮減郵寄在途期間，惟相關

附件資料傳輸仍待系統規劃；另，部外機關電子銜接亦待協調規

劃。 

 

 

 

 

 

 

 

 

 

圖 1現行假釋釋放流程 

 

(五)提升收容少年教育資源 

1、連結特教資源： 

對於有特殊教育需求之收容少年，各少年矯正機關均依教育部

函頒之「少年矯正機關特殊教育支持網絡計畫」，確實連結特

殊教育資源，視需求執行鑑定提報、轉銜及申請相關專業服務

巡迴輔導之作業，並協請當地縣市政府協助輔導特教學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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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特教學生權益。 

2、辦理補救教學： 

於少年矯正機關中，針對學力落後之收容少年，連結並積極運

用教育部提供之補救教學及學習扶助資源，開辦國中小及高中

階段之補救教學班，以適性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圖 2桃少輔管樂隊練習 圖 3少年矯正機關補救教學 

 

3、強化少年輔育院輔導工作： 

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與當地縣市政府合作，積極

引進心理師及社工師等專業人力資源，辦理學生巡迴個別諮

商、團體課程及團體輔導，並不定期召開特殊個案處遇輔導會

議及提供團體輔導資源。法務部矯正署並於矯正人員養成教育

階段及初任教化人員訓練開設輔導相關課程，以強化管教人員

之專業知能。 

4、展現訓練成果 

為陶冶少年優良心性，桃園少年輔育院特成立管樂隊，在沒有

任何音樂基礎之下，經過半年的訓練即獲得桃園地區二項特

優，並代表桃園地區進軍全國賽。另，彰化少年輔育院女口琴

班 102年成立，在 104學年度參加彰化縣學生音樂比賽口琴組，

獲得第二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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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彰少輔參與口琴比賽 圖 5福齡扶輪社參訪演奏會 

二、作業技訓 

（一）建立矯正機關自營作業產品商標─ 

為打造矯正機關作業技訓產品優良口碑，法務部矯正署設計全

新自營作業商標。其視覺設計融合「讚」、「自」意象，象徵收

容人積極學習技藝及奮發向上的精神及自營作業產品用料實

在。法務部矯正署另於 104年 1月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

獲准，未來將持續推廣「矯正出品．實在安心」之品牌形象，

藉由培養收容人製造優質產品之能力，強化其復歸社會的信心。 

(二)辦理海峽兩岸收容人(服刑人員)書畫及工藝作業聯合展示(售)會 

本部與陸方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後，

法務部矯正署依照上開協議派遣「矯正業務參訪團」赴大陸地區

參訪矯正機關及訪視陸方臺籍收容人，並以「矯正交流、文化先

行」理念，與陸方輪流辦理收容人藝文聯展，充實兩岸獄政交流。

105年預計於 11月上旬假臺中市舉辦，本次聯展將加強與臺中市

政府之合作，引進當地資源，強化宣傳行銷力道，期能開創矯正

藝文之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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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4年 11月 16日「矯正業務參訪團」合影 

(三)脫胎＆築夢，矯正機關推動多元職業訓練與就業媒合 

為降低矯正機關收容人重返社會就業之困難，爰配合勞動部之「促

進就業圈」執行計畫，規劃辦理「脫胎＆築夢，矯正機關推動多元

職業訓練與就業媒合方案」，全面結合政府資源、企業需求及收容

人復歸等三方面需求，解決更生人就業困難問題。目前各矯正機關

結合在地企業合辦收容人職業訓練，提供就業職缺擴大就業媒合，

每年舉辦 2至 3次收容人就業博覽會，定期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各地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媒合收容人就業，俾增加就業媒

合成功率與穩定度。 

 

 

 

 

 

 
  

   

圖 7收容人出監前就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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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護安全 

（一）強化戒護管理，提昇應變能力 

1、徵集警力，實施突擊檢查 

為督導各矯正機關落實執行各項勤務規定，法務部矯正署

爰成立安檢督導考核小組，無預警徵集所屬機關戒護警

力，跨區支援突擊檢查業務，以加強違禁及管制物品之查

察。法務部矯正署安檢督導考核小組於 104年共召集 484

名警力，由署長、副署長率隊，無預警突擊檢查 8所矯正

機關，檢查結果均未發現重大違禁品。另就查獲之一般違

禁物品及管制物品，已著請機關依所報專案檢討報告澈底

改善，以確實發揮防弊功能，並避免違禁物品流入機關。 

 

 

 

 

 

 

 

圖 8 緝毒犬協助安全檢查 圖 9突擊檢查情形 

 

2、擴大辦理應變演習，深化重大危安事件因應機制 

為應高雄監獄 104年 2月 11日發生受刑人挾持監所主管企

圖脫逃事件，為深化矯正機關重大危安事件回應機制，爰指

定臺北監獄於 104年 7月擴大辦理「104年度矯正機關聯合

示範應變演習」，演習時模擬外力入侵監獄及內部暴動事件

發生之應變機制，並結合轄區警政、消防、醫療等單位及矯

正署靖安小組操演之新式防暴戰術，共同演練事故發生之緊

急應變作為、不同層級指揮系統之方式及時機，藉此增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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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能力，確保機關人員及設施之安全。又法務部矯正署亦藉

本次應變演練經驗，修正「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處理

重大事故作業要點」，並通函所屬矯正機關遵辦。 

 

 

 

 

 

 

 

 

圖 10北監聯合示範應變演練 圖 11 示範演習部長致詞 

 

（二）擴增外役監獄收容員額，完備遴選機制 

1、實現中間處遇，增加外役監獄收容員額 

法務部於接管原國防部北部軍事看守所後，考量北部地區

欠缺外役監獄，於原址改設為八德外役監獄，可增加收容

員額 500名；另於 104年 9月 1日成立臺中監獄附設外役

分監、屏東監獄附設外役分監及擴大臺東監獄附設武陵外

役分監之收容員額，預計最大可增收 542名收容人。外役

監獄及外役分監成立所需人力，經向行政院陳報「矯正機

關管教人員增補計畫」核復在案，未來將視軟、硬體整備

及人力配置狀況，逐步增加收容，達到核定收容員額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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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明德外役監獄大門 圖 13自強外役監獄全景 

 

 

 

 

 

 

 

 

 

 

 

圖 14臺中監獄附設外役分監 

 

2、研修「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遴選機制公平公開 

為使外役監受刑人遴選機制更為公平公開，法務部於 103年

12月研修「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本次研修重點為

增加設置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小組、遴選小組委員納入外部專

家學者。每季依照各矯正機關陳報符合資格受刑人之積分排

列名次，參酌受刑人志願及各外役(分)監需求名額分發。未

來將賡續運用公平公開之遴選制度，有效發揮外役監獄中間

性處遇功能。 

（三）執行「矯正機關智慧監控系統建置計畫」，強化戒護管理 



第 9 頁 

  

鑑於矯正機關現有監控系統架構建置時間不一，機器設備及系統

老舊，欠缺整合機制。為有效改善目前矯正機關監控系統之困

境，並強化機關預警與應變能力，法務部及法務部矯正署將依核

列預算年度及經費，規劃以智慧科技技術強化戒護安全設施，全

面建置矯正機關智慧監控系統，期能在事故發生之初，掌握機

先，降低事故發生之可能或其嚴重性。 

 

 

 

 

                 

                               +監視系統配置                 ＊+智慧影像分析 

                                      *建構標準作業流程 

                 +電子檔案管理               +警訊通知 

 

              +資訊環境基礎建設         +電子檔案管理技術 

                                                       *異狀資料統計分析                                                                                                            

                            +＊HA 架構技術               +權限管控 

 

 

  
圖 15科技設備輔助戒護安全監控魚骨圖 

 

四、醫療服務 

（一）收容人納入健保 

矯正機關各類收容人於 102年起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各矯正機

關與逾 100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收容人健全之醫療

服務。藉由推動矯正醫療與全民健保接軌，於機關內提供各科

門診醫療服務，並於鄰近之醫事機構設置戒護病房，提供收容

智慧影像分析 

戒護管理系統 

資訊安全防護

管控 

 

影像分析技術 監視系統建置 

電子資訊管理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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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醫療與健康照護之完整處遇，建構人權保障、生命尊重之執

行環境，進而形塑維護人權之形象及刑罰執行之人道原則。 

（二）引進醫療資源，推動藥、酒癮醫療服務計畫 

鑒於矯正機關資源有限，專業藥癮醫療處遇有賴外部資源之引

進，法務部矯正署與衛生福利部合作，爭取醫療發展基金，辦

理「矯正機關藥癮、酒癮戒治醫療服務獎勵計畫」，自 103年 9

月起，由矯正署桃園監獄、桃園女子監獄、臺中看守所、臺南

看守所及高雄第二監獄等 5所矯正機關，與藥癮醫療機構合作，

引進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個管師及護理師等專業醫

療團隊，建立更完整醫療戒癮處遇模式。 

（三）辦理毒品施用者家庭支持方案 

法務部矯正署於 100年頒訂「矯正機關毒品施用者家庭支持方

案」，將毒品戒治處遇服務對象擴及家屬，一方面強化藥癮者對

家庭的責任與認同，另方面增能家屬及提昇其對藥癮者的接納

度，使家屬成為戒癮復原路上有力的資源，進而延續矯正機關

內輔導成效。 

 

 

 

 

 

 

 

 

 

圖 16 魔法家庭日 圖 17 成癮機制衛教 

五、接收兩軍事監所成立臺南第二監獄、八德外役監獄 

因應軍事審判法於 102年 8月 13日公布施行，裁撤國防部所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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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獄及看守所，法務部矯正署於 103年 1月接收兩軍事監所（原

國防部臺南監獄、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檢察署看守所）及收容人，並

進行設施整修及機關改制，配合 104年 3月 31日由法務部陳報行

政院之「矯正機關管教人員增補計畫」規劃時程，於 104年 7月

16日成立臺南第二監獄及八德外役監獄。目前臺南第二監獄及八

德外役監獄業分別核定收容 200人及 100人，俟後續相關工程逐步

完成，將可達成臺南第二監獄收容 1,100人及八德外役監獄收容

500人，共計 1,600人之預訂目標。 

 

 

 

 

 

 

 

圖 18八德外役監獄成立紀念 圖 19臺南第二監獄成立紀念 

六、增補戒護、教化人力，強化機關矯治成效 

我國各矯正機關戒護、教化人力與收容人比例差異懸殊，導致人力

不足下無法支應戒護勤務、應變突發事故，甚至難以有效推展各項

教化、輔導處遇，法務部矯正署於 104年 3月陳報行政院「矯正機

關管教人員增補計畫」，預計自 104年起分三年四階段增補人力

3041人（含戒護人力 2663人、教化人力 260人、其他人力 118人）。

法務部矯正署依據本計畫於 104年接收兩軍事監所，成立臺南第二

監獄及八德外役監獄，另成立臺中監獄外役分監、屏東監獄外役分

監及擴充武陵外役分監收容額，行政院後於 104年 7月同意核給新

增及擴（增）建監獄所需必要人力 300人（戒護人力 223人，教化

人力 10人及其他行政人力 67人），本方案其他增補人力部分，尚

待努力積極爭取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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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4年 106年戒護及教化人力需求  

年度 收容人數 補充戒護人力 
戒護人力

比 

補充教

化人力 

教化人

力比 

總計 

104年 6月底 63,500 157 1：12 9 1：168 166 

104年 12月底 63,500 918 

 

1：10 104 1：130 1022 

105年 63,500 706 1：9 89 1：110 795 

106年 63,500 882 1：8 58 1：100 940 

合計 2,663  260  2,923 

七、矯正機關人才訓練 

嚴謹篩選檢察及矯正人員參與談判訓練，聘請專家學者講授談判理

論與應用外，更輔以案例分析研討及個案實際演練，期能藉由完整

紮實的課程訓練，培育出各機關專業談判人才；開設矯正戰技種子

師資班及各級戒護人員在職訓練班，透過綜合逮捕術、防身術及八

極拳術等訓練以增強基層同仁戰鬥技能及心理素質。 

 

 

 

 

 

 

 

圖 20談判人員訓練班 圖 21戰技種子師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