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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會理事長黃徵男、前矯正司司長、前矯訓所所長 

 

 

         
 
 
 
 
 
 
 
 
 
 
 
 

【本會理事長 黃徵男】 
 

時勢推移，環視世界各先進國家之獄政管理措施，胥符合刑事司

法中「教育刑」潮流。然而，由於各國刑事政策不盡相同，行刑司法

制度亦互有差異，此乃因個別次級文化與歷史背景所致，自然其管教

措施暨獄政管理上難免會產生負面印象的戒護事故，聳人聽聞，引社

會震憾；特別是高牆阻隔、牆裡乾坤，千奇百態，形形色色，給人神

祕感覺，難免引發社會大眾遐思，其來有自。 

本會自 2012 年七月恢復中斷已久網站以來，創新內容、脫胎換

骨，設有國、內外獄政新聞剪輯、獄政趣談、刑事司法軼聞---等多元

化單元，特別是國外部份之獄政管理措施，其衍生之管教處遇，軼聞

趣事，千變萬化，琳瑯滿目，美不勝收，不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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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試圖揭開監獄神祕面紗，本會吳秘書長正坤，由矯正工作基層

科員做起，過去從事矯正工作 33 載（其中擔任矯正機關首長十年），

退休後復於台中僑光科技大學擔任犯罪矯正學科專任教職六年，其相

關專業著作、學術論文不計其數。惟其自接掌本會網站資訊搜集與建

置任務以後，由於他的矢勤矢勇，每日坐於電腦旁，數年如一日，專

門搜集國外不同獄政管理事故，多元面向資訊，使本會網站每日更新

內容並詳敘來源，且其所瀏覽國外獄政軼聞，趣味叢生，妙事一籮筐，

引人入勝，故迄至今（2014）年 11 月中旬，在短短二年餘內，即有二

佰柒拾餘萬人次左右，進入瀏覽，殊屬不易，難能可貴。 

2014 年底，適逢本會第六屆理、監事，六年兩任之任期屆滿年之

際，鑑於國外獄政管理軼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爰於卸任前，特

由吳秘書長主編，將近幾年來有關國外獄政管理各種措施，不同態樣

之案例、事故、引評，編輯成冊，計 28 萬餘字，作為紀念；而其內容

包括：一、詩詞祝頌篇。二、收容人脫逃篇。三、收容人暴行篇。四、

收容人教化篇。五、收容人冤獄篇。六、收容人自殺篇。七、收容人

違禁品篇。八、收容人執行死刑篇。九、行刑科學化篇。十、矯正人

員風紀篇。十一、獄政管理趣聞篇。十二、綜合論述篇等十二篇。以

饗讀者並供會員暨矯正工作同仁分享，因緣殊勝，余樂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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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國立中正大學副校長、本會理事 楊士隆教授 
 

 

 

 

 

 

 

 

 

 

 

 

      【楊士隆教授】 
 

刑事司法體系中之犯罪矯治工作，是司法功能成敗之重要關鍵，

我國犯罪矯正工作自於 2011 年元旦成立「矯正署」後，已邁入專業化

之里程，建置有各類專業人員，運用現代行為科學知識與輔導技術，

對收容人進行人性化之教育刑，協助其更生。惟面對多元化的民主思

潮，隨著犯罪質量的變化，各種犯罪類型之湧現，犯罪矯正明顯的受

到強烈衝擊。固然還有許多改善空間，矯正署亦不斷地檢討與改進各

項矯治處遇措施，並試圖以科際整合的學術研究態度，找出犯罪人之

「病因」與「治療」方法。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章程第二條；「 本會----，宗旨如左：本會

以發展犯罪矯正理論，協助犯罪矯正制度與實務，提昇犯罪矯正品質，

----為主旨。」第六條第二項：「本會之任務如左：一、關於犯罪矯正

學術理論及實務調查、研究事項。二、協助犯罪矯正事業發展、推進

及獎勵事項。三、關於犯罪矯正政策建議事項。四、-----等」。緣此，

本協會除協辦各項犯罪矯治學術研討會暨出版相關會刊、期刊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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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吳秘書長正坤（係前典獄長、僑光科技大學助理教授、亦為本

校犯罪防治研究所畢業之傑出校友），籌編《國外獄政管理軼聞》計

12 篇 28 萬餘字，內容涵蓋犯罪矯正各項行刑處遇事故所衍生之次級

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得作為我矯正機關暨矯正工作人員之

借鏡。 

記得法務部前「矯正司」黃司長徵男，在 2002 年初，特別指出未

來我國矯正工作發展之願景（趨勢）有： 

（一）.戒護管理合理化、透明化。 

（二）.行刑教化個別化、社會化。 

（三）.機構設施現代化。 

（四）.囚情評鑑科學化。 

（五）.矯正人員專業化、優質化。 

（六）.技能訓練多元化。 

（七）.輔導保護深入化。 

（八）.行政監督一元化。」 

今本協會於黃理事長徵男先生榮任第五屆、第六屆兩任期間，頗

多建樹、有口皆碑，厥功至偉，特於屆滿卸任前，出版前揭旨意之紀

念專刊，除內容豐富外，對改善矯治處遇措施及未來政策釐訂，深具

意義，本人樂予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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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會副理事長(亦為臺南分會會長) －－曾國展董事長 

     (感謝贊助 30 萬元助印本書) 

  
《圖左：本會曾國展副理事長暨.圖右：吳正坤秘書長合影》 

 

    刑事司法體系中之犯罪矯治工作是司法功能成敗之重要關鍵，近年

來在法務部各級長官銳意革新以及矯正人員同心協力，兢兢業業努力

下；已有大幅度的進步與改善，尤其是 2011 年元旦，適逢建國百年，

成立矯正署，其意義非常深遠。  

    回溯過去在林茂榮先生暨黃徵男理事長兩位前司長之領導下，「凡

走過路必留痕跡」，所謂「資料考核，制度管理」；其更新矯正機關老

舊設備，運用先進儀器設備協助戒護工作，減輕人力負擔；在矯治處

遇的內涵上，也有不斷的改善與精進；尤其在矯正人員素質提昇，更

是不遺餘力。凡此均係我國矯正工作邁向國際化標準之必備條件。矯

正體系現在於矯正署各級長官領導之下，承先啟後，願意繼續向前邁

進，未來時間與空間，均會證明它是值得投資的救人事業。 

    欣悉本會吳正坤秘書長，自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畢業後，復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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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深造，學驗俱佳，除曾於矯正實務界服務

33 年餘外，更於僑光科技大學財法系，擔任專任助理教授六年，教學

相長，行有餘力，則習以文，頗多專業著作論述，邇來復花費一年時

間，搜集、編輯「國外獄政管理軼聞」一書，凡 28 萬餘字，由本協會

發行出版，俾利於國內實務界研參。英國心理學家葛雷格里（Richard 

Gregory）曾云：「感官不會直接賦予我們一個世界的畫面；相反地，

它們提供證據印證我們對於眼前事物的假設。」這些國外獄政管理軼

聞，固然是在述說他們自己的獄政管理故事所潤飾─那些由成長、文

化、教育與經驗連結至意識深處的軼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殊值

我們借鏡。 

    緣以，本人忝為本會副理事長，對於吳教授勤於研究，善於蒐集，

深受感動，當仁不讓，願意略盡棉薄之力，贊助印費，出版該書提供

大眾分享，並實現其服務與奉獻矯正工作宏願，更願為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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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會秘書長、前典獄長、前僑光科技大學專任助理教授  

    

 

 

 

 

 

 

 

 

 

 

 

 

 

  【吳正坤 前典獄長】 
 

曾受長期監禁的南非前總統曼德延（Mandela,1994）在世時曾說

過：「判定一個國家的良善，應該不看他如何對待上階層的人，而是看

他如何對待社會最下層的人。」故而，犯罪矯正人員，係為面對龐大

社會最下層人犯的專業工作者（按：亦是社會工作者），如何以對，始

能圓滿達成其任務？因此： 
一、矯正工作需要獨特的專業人員及管理技術。 
二、矯正工作在政府組織架構中是一項司法行政的公共服務。 
三、矯正人員是矯正工作品質的基石。 
筆者從事 33 年的矯正工作暨 6 年的大學專任助理教授生涯，於此

近 40 年歲月，行有餘力，則習以文，從理論應證實務，由實務發展理

論，自有若干心得，拙作經發表 53 篇之專業論文，爰收集於本會網站

「矯正園地」專欄，以供同仁分享。 
刑事司法體系中之犯罪矯治工作，是司法功能成敗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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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探討中，筆者瀏覽世界各國矯正工作各項處遇之次級文化，不

管是軼聞趣事，抑或是典章文物制度，凡足以作為我國矯治處遇之借

鏡者，均予摘錄之。 
「犯罪矯正」一詞，包含兩種定義： 
（A）.「改善」之意：對於判決確定入獄服刑之受刑人，藉由矯

正機關擬訂之矯治處遇計畫，根據社會需求來改善犯罪人

之反社會性人格。 
（B）.「監控」之意：對於還在偵查或起訴中尚未判決確定之被

告，基於訴訟進行順利之目的，進行監視、控制，諸如看

守所之被告、毒品犯之觀察勒戒以及交保在外之被告，也

都是「矯正」之對象。 
緣此，基於「犯罪矯正」意義之面向，舉凡各媒體所報導之國外

矯正處遇，無論是教化輔導或戒護事故，均予納編，包括；收容人脫

逃、暴行、教化、冤獄、自殺、違禁品、死刑執行、行刑科學化、矯

正人員風紀、獄政管理趣聞等多元面向，計 28 萬餘言 447 個來源註釋

並穿插 160 張照片，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筆者從事犯罪矯正協會「秘書長」一職，光蔭荏苒，轉眼數載於

茲，從矯正工作實務界開始，追隨黃理事長徵男先生，忝任本會職事

幹部，歷練不同的工作，耳濡目染，不僅從中學習很多寶貴經驗，受

益匪淺，今卸任在即，一路走來，始終如一，銘感五中。因為；人的

一生注定要經歷很多不同的情境、回憶過去擔任矯正機關 10 年首長生

涯中，猶景然歷歷在目；一段路上，朗朗的笑聲；一段路上，懵懂的

堅持；一段路上，毅然的取捨；一段路上，成功的自信；一段路上，

失意的警醒…每一段經歷都很珍貴，令人憶起人生哲理；生命的豐盈

在於心的慈悲，生活的美好緣於一顆平常心。不必雕琢，踏踏實實做

事，簡簡單單做人，即為現代「矯正人」也，願以此共勉。 
個人在百忙中抽空編輯此本「國外獄政管理軼聞」，一則用以紀念

本會第五、六屆理、監事暨顧問，於黃理事長徵男先生及各位理、監

事、幹部共同努力之下，推展會務，績效卓著、斐然有成，兼之，面

對國際間刑事司法改革的浪潮，兩極化的刑事政策，我國自不能置身

事外，期望本書所引述國外犯罪矯正之各項處遇措施，值供我國參考

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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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詞祝頌篇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2015/01/17 
    新、卸任理事長交接 紀念專刊》 

 
 

    

謹以下揭第六屆理、監事、顧問等名字題詩；祝

賀本會所有會員及理、監事暨顧問與職事幹部、

矯正署長官、矯正界工作同仁； 
 

一帆風順，萬事如意！為頌。 

 

    本會秘書室敬上  2014 年 12 月 31 日 

 
 
 
 
 
 
 
 
 
 
 
 
 
 
 



 

12 

一、詩詞祝頌篇 
A、感謝法務部矯正署長官，多年來的支持本會，有詩為頌： 

 

1. 矯正署吳署長憲璋先生： 2.矯正署劉副署長梅仙女士：   

「憲政立範賢聖業，     「梅嶺花開與厥福， 

  璋玉瑰寶智仁心。」     仙女倩影有令名。」 

 

3. 矯正署邱副署長鴻基先生： 4.矯正署吳主任秘書永杉先生：          

「鴻猷大展千秋秀，      「永垂不巧開盛世， 

  基業騰達四時春。」      杉林翠綠壯九州。」 

  

5. 教化輔導組許組長金標先生  6.後勤資源組吳組長載威先生： 

「金聲玉振張正氣，     「載功立德蟠吉地， 

  標榜矯治展宏圖。」     威懷教言映華門。」 

 

7. 矯正醫療組熊組長台武先生  8.安全督導組黃組長坤前先生                     

「台閣春天江山秀，    「坤輿範德歡起舞， 
武舉盛世氣象新。」         前程萬里喜迎春。」 

                                                  

9.秘書室主任張主任龍泉先生：10.劉簡任視察振榮先生      

「龍躍鳳鳴時如意，     「振聾發瞶民受益，     

  泉源清流事稱心。」    榮華富貴氣致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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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林簡任專門委員祺源先生   12. 王簡任專門委員乃芳小姐 

「祺然安泰祥雲集，     「乃是淑女千山秀 

  源遠流長福駢臻。」     芳蘭竟體萬里春。」 

 

B、本會第五、六屆「理事」部份： 

 

（下揭以本會網站名單排序） ＞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home&tpid=1043  

＊.本會榮譽理事長＞蔡德輝教授（前警察大學校長） 

  「德高望重千秋露， 

    輝光日新萬里風。」 

 

1. 理事長＞黃徵男前司長  2.副理事長＆.台南分會 

                          曾國展會長 

「徵士有為兼有守，       「國治安民閤家樂； 

  男爵先實不先名。」       展翅高飛四鄰親。」 

   又頌：             ＆.曾國展副理事長夫人陳幼蕙女士       

「徵士有為千秋頌，       「幼學壯行有本性， 

   男爵務實萬里輝。」       蕙心蓮質含清暉。」 

                

3. 副理事長＞林政宏前典獄長 ＆.陳淑真顧問（林政宏副理事長夫人） 

「政通人和懷往事；         「淑女懿德人間景， 

  宏德長擁笑春風。」         真情感人天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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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頌： 

「政通人和春富貴，          

  宏揚法治日綿長。」  

 

4.常務理事＞吳賢藏前典獄長＆李孟霞顧問（吳賢藏常務理事夫人） 

 「賢良方正張正氣；         「孟詩韓筆同霽月； 

藏器待時展宏圖。」         霞冠鳳帔洽春風。」 

   又頌：  

 「賢良方正春風暢； 

   藏修游息化日長。」 
 

5.常務理事＞                6.理事＞詹哲峰前副署長  

方子傑前典獄長                      

 「子思述聖氣蓋世；         「哲夫眼前皆赤子； 

   傑豪出眾志超群。」         峰巒頭上有青天。」 
   

＆.方子傑常務理事夫人蘇素珠女士： 

「素心善念在朝夕， 

珠聯璧合觀古今。」 

 

7. 理事＞鄭榮豪        8.理事＞李孟冬前典獄長 

      前典獄長                           

「榮宗耀祖開景運；     「孟秋賢吏歌盛世； 

  豪俠好義轉新機。」     冬青綠意慶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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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理事＞洪坤山分會長  10.理事＞黃淯琳分會長                     

「坤輿創出新局面，     「淯煥盎然有大利； 

   山高水長好風光。」     琳琅珠玉以裕人。」 

 

11.理事＞吳澤生所長    12.理事＞陳耀謙所長 

「澤照恩德沾化雨，   「耀照恩德沾化雨； 

  生氣蓬勃又一春。」   謙和人親蔭慈雲。」     

     又頌：                 

「澤及眾生，吾道嚴瞻； 

  生公說法，頑石點頭。」 

                    

13.理事＞沈會承董事長    14.理事＞練成瑜董事長                  

「會逢其適澤萬里；     「成人千百長歲月， 

  承先啟後暖千家。」     瑜采瑩輝記春天。」 

          

15.理事＞黃永順前典獄長  16.理事＞范國勇教授 

  （前美和科技大學副教授） 

                        「國運昌隆開景運， 

「永垂不朽英才起，       勇於任事轉新機。」 

  順天應人化育來。」 

                                                              

17.理事＞鄧煌發教授     18.理事＞楊財坤前典獄長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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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光瑞氣臨門早，     「財臨萬戶曉光曙， 

    發祥春風及第先。」    坤造千門淑氣新。」 

 

19.理事＞劉梅仙副署長   20.理事＞莊能杰典獄長 

「梅花點額隨處好；     「能吏朗懸仁壽境； 

  仙霞嶺虹應時新。」      杰人普寫吉祥雲。」 

 

21.理事＞蕭山城典獄長   22.理事＞鄭瑞隆教授 

「山巒日月光天德，       「瑞氣風引奇香入， 

  城春雲霞擁地靈。」       隆德祥雲景福來。」 

 

23.理事＞楊士隆教授     24.理事＞顏銀昭董事長 

「士林傳道春秋富；       「銀官金戶光甲第； 

  隆盛授業歲月長。」       昭如日星振家聲。」 

                                  又頌： 

                          「銀官金戶芳草地； 

                            昭如日星碧雲天。」 

25.理事＞鄭光傑總經理            

「光麗江山生瑞草， 

  傑輝華廈綻香花。」 

 

 

 



 

17 

 （候補理事）： 

26.理事＞李松田董事長   27.理事＞蕭明毅前司長. 

「松風水月含真味；     「明高忠吏轉春風， 

  田園創業養太和。」     毅本慈悲思化雨。」 

 

28.理事＞邱文禎前所長   29.理事＞張伯宏前典獄長            

「文質彬彬聲聲笑；     「伯仲師表有成竹； 

  禎祥盈盈歲歲春。」     宏圖大展育奇才。」 

                                  

30.理事＞高志明董事長 

  「志氣常展千門喜； 

    明理開泰萬戶春。」 

 

C、本會第五、六屆「監事」部份： 

1.常務監事＞林燕祝（臺南市市議員）  2.監事＞陳世志典獄長   

「玄燕有情穿繡戶，      

  靈龜無應祝金杯；            「世祿四時花似錦， 

  更喜簪紳趨燕銜，              志向萬眾面皆春。」 

  南山祝聖願同傾。」       

3.監事＞鄧國藤          4.監事＞洪宗煌典獄長 

  前法務部會計長                     

「國光遠山含紫氣，     「宗旨日月恩光照， 

  藤蔓芳樹發春輝。」     煌朗乾坤喜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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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監事＞吳載威典獄長    6.監事＞黃維賢典獄長 

「載功立德蟠吉地，      「維揚法治張正氣； 

  威懷教言映華門。」      賢良俊才展宏圖。」 

 

7.監事＞張平吾教授 

「平和寬律開物象， 

吾道嚴瞻作繁華。」 

 

（候補監事）： 

8. 許華孚教授       9. 曹文鎮大隊長 

（青少年犯罪防治研究學會理事長）    

「華譽同化添秀氣；                  「文林成勤儉美德；                 

  孚佑廣宣笑春風。」       鎮心立簡樸新風。」 

 

D、本會第五、六屆「顧問」部份： 

 

1. 顧問＞余勢雄董事長    2.顧問＞吳天成董事長 

 「勢結走向康莊道，     「天隨人意千秋秀， 

   雄圖敲開幸福門。」     成朝紅日四時春。」 

 

3. 顧問＞李彥瑩 總經理   4.顧問＞李宗原董事長   

「彥碩逢春花遍地，      「宗風吹出千山綠， 

瑩晶得福勁衝天。」      原來遍灑萬家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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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顧問＞李明吉董事長     6. 顧問＞古明珠小姐 

「明出神卅張正氣，      「明旭鳳舞中天瑞， 

吉來華夏展宏圖。」      珠輝風和大地春。」 

 

7. 顧問＞林鍾定先生       8.顧問＞林光輝先生 

「鍾靈毓秀山河莊，      「光彩奪目紅艷艷， 

  定省為孝天地輝。」        輝赫耀映樂陶陶。」 

 

9. 顧問＞李居朝 董事長    10. 顧問＞黃振塊總裁 

「居高臨下豐收景；      「振出世上驚天業， 

  朝乾夕惕勝利春。」      塊寫人間動地詩。」 

 

11. 顧問＞林士昌先生      12. 顧問＞陳桂蘭董事長 

「士民常具青雲志，      「桂馥蘭薰堪繼志； 

  昌國永懷赤子心。」      蘭秀之榮善貼謀。」 

                                   又頌： 

                         「桂香和煦情尤暖， 

                           蘭心清塵日更新。」 

 

13. 顧問＞蘇清文先生      14.顧問＞吳建宏律師 

「清源正本添秀氣；      「建功立業人人喜， 

文旨近言笑春風。」      宏才大略步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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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顧問＞黃明鎮牧師      16.顧問＞王 宏先生 

「明心見性照青史；      「王道有天皆麗日， 

  鎮守監所表赤心。」      宏德無地不春風。」 

   又頌： 

「明山秀水由春來， 

  鎮日藍天任鳥飛。」                                        

 

17. 顧問＞吳世賢先生      18.顧問＞許榮祥先生 

「世潮歲新綿甲子，      「榮光春暖生光彩， 

  賢能德厚富春秋。」      祥辰美景樂太平。」 

 

19.顧問＞曹景棟先生      20.顧問＞林志忠董事長 

「景祥輝光遍草木，      「志在千里創大業； 

  棟樑佳氣滿山川。」      忠肝義膽寫春秋。 

 

21.顧問＞林盟洲董事長    22.顧問＞許安進董事長  

「盟約天心隨律轉，      「安富尊榮一庭秀； 

  洲川地利逐年新。」      進德修業四海春。」 

 

23.顧問＞蘇炳順總經理    24.顧問＞詹美華經理 

「炳炳麟麟添喜氣，      「美景良辰玉其潔； 

  順順利利沐善風。」      華封三祝松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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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顧問＞劉定芳先生      26.顧問＞張來發先生 

「定律陽春開物象，      「來福景作啟昌期， 

  芳澤山水作繁華。」      發祥吉開沾泰早。」 

 

27.顧問＞陳添益先生      28.顧問＞盧烱生先生 

「添福益壽修厥德，      「烱烱發光滿大地， 

  益碌延年發其祥。」      生生不息遍神州。」 

 

29.顧問＞陳文漢鎮長＆.陳玉姬議員（陳文漢顧問之夫人） 

「文以載道千家福；      「玉立嫵媚添慈竹； 

  漢宮威儀萬眾心。」      姬婷嫣紅耀萱花。」 

 

30. 顧問＞陳美香小姐     31.顧問＞陳堂立董事長 

「美滿淑氣盈門室，      「堂堂正正新成慶； 

  香溢祥光滿斗文。」      立德立功欲寄情。」 

 

32 顧問＞林定詮先生      33.顧問＞何永禎先生 

「定於一尊呈瑞氣；      「永樂文明新世界， 

  詮次以德耀春暉。」      禎祥華夏舊山河。」 

 

34.顧問＞楊聯生先生      35.顧問＞陳文正典獄長 

「聯發新春占勝利，      「文以載道光世澤， 

  生輝文化現光榮。」      正大光明振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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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顧問＞顏光輝董事長    37.顧問＞吳邱靜惠小姐 

「光風霽月，胸懷灑落；   「靜動致富人人喜，    

  輝耀惟赫，必獲成果。」   惠定持家戶戶春。」 

 

38.顧問＞釋法光法師      39.顧問＞李約伯董事長 

「法證菩提登淨域；      「約法共貼宜春字， 

  光天化人渡眾生。」       伯仲同張換歲符。」 

 

40.顧問＞謝淑惠小姐      41.顧問＞熊名武董事長 

「淑女四德連雲秀，      「名公巨卿春暉暖； 

  惠澤三從帶露濃。」      武爵惟揚氣象新。」 

 

42.顧問＞謝蕙芬教授      43.顧問＞李更生董事長 

「蕙心蓮質暖萬里；      「更新風光報好音， 

  芬華香氣芳九州。」      生財平安春意滿。」 

44. 顧問＞李俊宜總經理   45.顧問＞郭勇志董事長 

「俊彥新籌通萬國；      「勇猛精進多進步；  

  宜人實業達五洲。」      志在千里順新機。」 

 

46. 顧問＞呂文局董事長            

「文質彬彬春意滿； 

 局勢熙熙壽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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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顧問＞陳建穎總經理＆.陳建穎夫人鍾盈萱女士 

「建業生意春前草；     「盈滿光風千日暖； 

  穎異財源雨後泉。」     萱花麗景百花妍。」 

 

48.顧問＞趙禹誠 董事長   49.顧問＞張榮峰律師 

「禹甸春輝盈天地；     「榮光偉業千古秀， 

  誠樸正氣滿乾坤。」    峰巒神州萬年春。」 

       

50. 顧問＞洪義峰 總經理 

「義風天地英雄氣， 
峰巒風雲浩蕩春。」 
 

E、所屬分會之分會長： 

 

1.桃園市長.桃園分會    2.桃園分會＞高志明分會長 

  蘇家明分會長         

「家喻戶曉開盛世；   「志氣常展千門喜； 

  明察秋毫兆豐年。」   明理開泰萬戶春。」                     

3. 台中分會            4.台中區矯正協會>陳大雄會長 

  洪坤山分會長          （2014 年 2 月 20 日新任會長）  

「坤乾歲月通盛世；     「大道之行風雲合； 

    山明水秀逢華年。」     雄心壯志日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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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南分會    

 曾國展分會長          6.矯正協會新任台南分會會長 

「國是同步春雲路；    （2016 年新任會長呂文局會長） 

  展眉齊描大地春。」  「文質彬彬春意滿； 

                            局勢熙熙壽源長。 

                                                           

7.高屏分會黃淯琳分會長 ＆.其先生＞李嗣弘顧問 

「淯煥盎然有大利；     「嗣位常具青雲志； 

 琳琅珠玉以裕人。」     弘圖永懷赤子心。」 

 
F、本會第五、六屆「職事幹部」部份： 

1.吳正坤秘書長           2.張淑中副秘書長 

「正氣凜然志士尚；      「淑女秀慧玉其潔； 

  坤德澤潤修身養。」      中流砥柱松之青。」 

 併頌：其夫人王秀卿 

「正大光明旋有政， 

  坤範懿德樂長春； 

  秀外慧中添逸興， 

  卿本佳人助吟懷。」 

    

3.曾文欽副秘書長         4.法官學院周專員石棋 

「文采法務盈喜氣；      「石破驚天思壯志； 

  欽仰仁風動深情。」      棋逢敵手重華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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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邱文禎前所長           6.江旭麗科長 

「文質彬彬聲聲笑；      「旭日東升含淑氣； 

  禎祥盈盈歲歲春。」      麗質天生藹春輝。」 

 

7.廉政署會計室           8.澎湖縣湖西鄉清潔隊曹文鎮隊長 

  高卉幼視察                    

「卉花瑞氣青雲護；      「文林成勤儉美德； 

  幼學壯行絳雨滋。」      鎮心立簡樸新風。」 

 

9.臺中女子監獄林啟任先生  10.本會曾佳御祕書 

「啟仁笑盈滄海日；       「佳麗同步春雲路； 

  任事喜滋錦城春。」       御史齊描大地春」。 

 

G、矯正人員專業貢獻獎部份： 

 

A.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一屆 

「矯正專業貢獻獎」得獎人員芬芳錄： 

 

1.矯正署屏東監獄 魏寬成教誨師 

「寬宏大量濟囹圄； 

 成人之美渡眾生。」 

 

2.矯正署宜蘭監獄 周正偉教誨師兼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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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春化雨； 

 偉器豐功育新生。」 

 

3.矯正署台中監獄 劉安瀾科員兼股長 

「安居樂業育新秀； 

  瀾漫學子譜華章。」 

 

B.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二屆 

「矯正專業貢獻獎」得獎人員芬芳錄： 

 

4.矯正署桃園女子監獄沈淑慧科長 

「淑女懿行還玉潔； 

  慧智化雨更蕃榮。」 

 

5. 矯正署嘉義監獄王婷教誨師 

「王侯將相連雲秀； 

  婷婷麗質帶露香。」 

 

6. 矯正署台北監獄蔡俊宏科長 

「俊彥宏法愛篤厚； 

  宏圖大展善有徵。」 

 

7. 矯正署高雄監獄陳文南主任管理員 



 

27 

「文以載道益福壽； 

  南山可移自康強。」 

 

H、台南分會昔日首屆奉獻本會之委會 

 
1.方賀茂前會長：           2.黃光輝委員： 

「賀表五湖，才獻法界；    「光宗耀祖一庭秀； 

  茂通四海，獄政光輝。」    輝映中華四海春。」 

3.陳世賢委員： 

「世誼摯友舒清景； 

  賢達昆仲聚太和。」 

 

4.陳國裕委員 ＆          5.郭碧珠委員（陳國裕委員之夫人） 

「國計民生求佳景；     「碧海青天含淑氣； 

  裕國裕民應早春。」     珠聯璧合映春暉。」 

 

6.吳水成委員：           7.謝文盛委員： 

「水到渠成百貨裕；      「文江學海啟新機； 

  成家立業惟爾康。」      盛況空前聚賢怡。」 

 

8.黃秀英委員：           9.蔡朝源委員： 

「秀麗如月凝萱室；      「朝氣蓬勃千重滿； 

  英名義氣譜蘭陔。」      源遠流長萬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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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陳水林委員：          11.趙綠雲 委員：  

「水天一色含淑氣；       「綠草如茵騰佳節； 

  林地景觀譪春暉。」       雲淡風清拂早春。」 

 

12.林錦益委員：          13.杜清全委員：  

「錦心繡口能容物；       「清風明月性堅定； 

  益智發慧不染塵。」       全受全歸氣和平。」 

 

14.李建男委員：          15.鄭德勝委員： 

「建瓴之勢以養德；       「德厚恪勤在朝夕； 

   男耕女織則有功。」       勝心懷抱觀古今。」 

 

16.蕭建光委員：          17.李宗杰委員： 

「建國興邦應時製；       「宗中千里駒； 

  光前裕後自古珍。」       杰閣崇樓人。」 

 

18.林石龍委員：                  

「石火光中新開律； 

  龍天護法應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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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其他＞本會摯友熱心人士 

 

1.邱明偉博士（現任台北監獄秘書） 2.蔡協利前所長 

「明心風和日華麗；         「協力同心皆自得； 

  偉哲氣澄天宇高。」         利用厚生與人同。」 

（按：頃易名為 邱煥棠） 

     又頌 

「煥發調陽氣轉鴻， 

  棠棣和光生柳葉。」 
 
3.釋宏緣法師             4.警察大學＞賴擁連教授 

「宏法高懸光明世界，    「擁護法雨潤新綠； 

 緣生大轉普利人天。」     連袂春風過萬家。」 

  又頌： 

「宏法有天因時成化： 

  緣生無我與物同春。」 

    再頌： 

「宏儒碩學觀自在； 

  緣起性空見如來。」 

 

5.本會前秘書張雪峰小姐   6.本會前秘書林芳伃小姐 

「雪白雲霧飄萬里；      「芳澤玉樹盈階秀， 

  峰巒翠綠傳八方。」      伃倢金萱映日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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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前顧問王界源董事長      8.洪銀南前顧問 

「界境大展多得利；      「銀柏千年增美景， 

  源域鴻圖永生財」        南山萬里起宏圖。」 

 

9.謝勝任醫師             10.張宗璽前顧問 

「勝流杏林濟靈丹；      「宗民常具青雲志， 

  任達醫術施妙藥。」      璽書永懷赤子心。」 

 

11.鄧鴻吉前顧問           12.陳淑萍牙醫師： 

「鴻圖一展九州麗，     「淑女懿德生於智， 

   吉瑞八方五穀豐。」     萍聚杏林本乎仁。」 

 

13.王典獄長文笔先生       14.黃典獄長俊堂先生： 

「文以載道開新律，     「俊彥傑出歡日永， 

    笔會有司應慶期。」     棠梨茂盛祝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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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容人脫逃篇 
 

 

按：我國刑法第 161 條（脫逃罪）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脫逃者，處一年以下

有期徒刑。 損壞拘禁處所械具或以強暴脅迫犯前項之罪者，處五年以下有期

徒刑。 聚眾以強暴脅迫犯第一項之罪 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年以上十年

以下有期徒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暴脅迫者，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前三項

之未遂犯，罰之。  
 

 

(1).假文件越獄，美國謀殺犯逃 3 週落網1
  

美國兩名謀殺犯持假文件越獄，逃亡近 3 週後，2013 年 10 月 19 日雙雙在

佛州的汽車旅館落網。佛州執法單位發言人普利辛格（Gretel Pleasanger）表示，

警方與美國司法部法警局（US Marshals Service）合作，傍晚約 6 時 40 分在巴

拿馬市海灘（Panama City Beach）1 間汽車旅館，逮捕是 34 歲的任金茲（Joseph 

Jenkins）與華克（Charles Walker）。 

任金茲 1998 年因搶劫謀殺奧蘭多男子皮尤被判一級謀殺定罪，華克則是

1999 年因二級謀殺罪名入獄，兩人都在佛州卡拉貝爾（Carrabelle）佛蘭克林矯

治機關（Frankli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服無期徒刑，根本無法提前出獄，但

他們卻分別在 9 月 27 日與 10 月 8 日持假文件大搖大擺走出監獄大門。 

任金茲與華克越獄之後，當局渾然不知錯放兩人，直到受害人皮尤（Roscoe 

Pugh）的家人本週稍早與檢方聯絡，通知他們任金茲已經獲釋，擔心性命受威

脅，警方才展開追捕。佛州矯治當局並未證實任金茲與華克是否彼此認識，也

未解釋獄方當初何以放走兩人。 

媒體公布兩名罪犯用以逃獄的文件，文件上可看出，兩人的無期徒刑減至

15 年，卷宗號碼與假造的法官簽名都沒少，與真正的文件一模一樣。 

美國矯正署（Corrections Department）已亡羊補牢地修改提前出獄的認證方

式，州議員也承諾召開調查聽證會。任金茲與華克的親友表示，他們原本以為

兩人都是合法獲釋，還開心團聚。兩人獲釋後甚至依照法律要求回監獄簽署文

件，拍照並按壓指紋，但獄方都未察覺犯下大錯。 

                                           
1 中央社 2013 年 10 月 20 日 http://tw.news.yahoo.com/假文件越獄-美謀殺犯逃 3 週落網-061318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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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西一所監獄的犯人計畫越獄---但挖洞小肚大，越獄失敗！2 
 
 

按：我國刑法第 162 條（縱放或便利脫逃罪）縱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便利其

脫逃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損壞拘禁處所械具或以強暴脅迫犯前項之罪者，

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聚眾以強暴脅迫犯第一項之罪者，在場助勢之

人，處五年以上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暴脅迫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

等內之姻親，犯第一項之便利脫逃罪者，得減 輕其刑。  

 
巴西一所監獄的犯人計畫越獄，他們在牢房的牆壁上打洞，第一名犯人成

功逃走，第二名囚犯錯估自己的體型，由於肚子太大被卡在洞中進退不得，剩

下兩名囚犯的逃跑計劃一併告吹。 

巴西中部「戈亞斯州」的一所監獄有四名犯人計畫越獄，他們趁著黑夜在

牆上挖了一個洞。第一名犯人成功逃之夭夭，第二個犯人體重約 200 公斤，他

的上半身鑽過了牆上的洞，但卻由於肚子太大，被卡在牆上，動彈不得（如圖

1.）。雖然剩下的兩名同伴展開救援，但是都告知敗，最後他們不得不叫警衛過

來。警衛利用圓鍬試圖把卡住的犯人救出，但還是不行，而犯人則是痛得不斷

喊叫，最後動員消防隊員才把犯人救出。當地警方說，由於被卡得太緊，這名

犯人可能肋骨骨折。目前，警方正在追捕那名逃走的囚犯。 

 

 

 

 

 

 

 

 

 

 

 

                                           
2 中廣新聞網 2012 年 12 月 6 日 http://tw.news.yahoo.com/洞小肚大-越獄失敗-031205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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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犯人越獄，上半身鑽過了牆上的洞  翻攝/每日郵報） 

(3).地震來襲；智利女子監獄 300 名犯人落跑3  
2014 年 4 月 1 日，南美洲國家智利北部太平洋沿岸在當地時間一日晚間八

時四十六分（台灣時間二日早上七時四十六分）發生芮氏規模八點二的地震，

目前已證實至少六人死亡、三人重傷；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曾針對祕魯、厄瓜

多等地發出海嘯警報，但已在二日早上全部取消。 

                                           
3 【聯合報╱編譯馮克芸／綜合報導】2014.04.03 全文網址: 智利 8.2 強震 6 死 300 女囚溜了 | 國際焦點 | 全

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589314.shtml#ixzz2xmDwEU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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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智利地震圖） 

美國地質調查局最初指出，此次地震規模為八點零，後來提高為八點二，

震央在智利伊基克市西北方約九十五公里的太平洋海域，深度約廿點一公里（如

圖 2.）；目前已有廿多次明顯餘震，最大規模六點二。 

此次強震在智利北部引發小型土石流、震央附近約有廿萬人口的阿里卡市

多半停電，伊基克市一所監獄安排撤離時，有三百多名女囚脫逃，迫使當局關

閉智利與祕魯邊界，但其中廿多人已在 4 月 2 日早上被警方逮捕。 

智利總統蜜雪兒‧巴契雷特 4 月 2 日宣布北部震區進入緊急狀態，且派一

百名鎮暴警察及三百名官兵進駐；地震過後，智利當局下令所有沿岸居民立即

撤離，且發布海嘯警報。 

第一波海嘯已在震後四十五分鐘襲擊智利沿岸的幾個城市，大浪最高超過

兩公尺，但這項海嘯警報已在當地時間 4 月 2 日早上七時解除。 截至二日晚間

為止，部分沿岸居民已開始返家，初步統計死亡人數僅六人，其中有死者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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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時心臟病發喪生。日本氣象廳二日表示，智利地震引發的海嘯可能在三日早

上抵達日本，估計浪高可能達一公尺，但他們尚在評估是否發布海嘯警報或警

戒程度較低的海嘯勸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智利近兩周曾發生五十至一百次小規模地震。

地質學家警告，由於智利位處環太平洋斷層線「火環帶」，一日的地震並未釋

出所有能量，未來當地可能發生更大規模地震。不過，專家所稱的「未來」可

能是明天，也可能是五十年後。 
 

按：依我國「監獄行刑法」第 26 條規定，因天災、事變暫行 釋放之受刑人，

釋放後按時報到者，在外時間予以計算刑期。第 25 條；天災、事變在監內無法

防避時，得將受刑人護送於相當處所；不及護送時，得暫行釋放。 

前項暫行釋放之受刑人，由離監時起限四十八小時內，至該監或警察機關報到。

其按時報到者，在外時間予以計算刑期；逾期不報到者，以脫逃論罪。 

另依同法第 25 條：「監獄為加強安全戒備及受刑人之戒護，得請求警察協助辦

理。其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遇有天災、事變為防衛工作時，得令受刑人分任工作，如有必要，並得請求軍

警協助。 

而依「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34 條：「 監獄應有戒護事件之應變計畫，並

與當地治安機關切取聯繫。遇有天災事變脫逃、殺傷、死亡、暴動、暴行等事

故發生時，應即妥為處理，並於當日將經過詳情以書面報告監督機關。情形急

迫者，得以電話先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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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臘監獄太擠，15 人越獄無罪4 

 
 

 

 

 

 

 

 

 

（圖 3. 希臘監獄收容人擁擠程度是全歐盟最糟） 

想像 30 人擠在 4.5 坪小房間的畫面（圖，翻攝畫面），這是希臘監獄和警察

拘留所的普遍狀況，歐洲議會一項報告指希臘監獄擁擠程度是全歐盟最糟，且

受刑人甚至沒水洗澡，皮膚病相互傳染。 

希臘法院認定拘留所的情況「悲慘至極且對人類極端危險」，先前判定 15

名越獄者無罪。 

美聯社 2013 年 12 月 28 日報導，希臘在經濟危機下削減監獄預算、裁撤人

員，過去 2 年 300 名獄警退休卻沒補人，有些地方受刑人與獄警比為 250 比 1。

許多牢房多塞了 2 到 3 倍犯人，同一牢房中有遭定罪者和候審嫌犯，少年犯、

毒販也同關一監。 30 人擠 4.5 坪；30 名成人擠在無人打掃的 4.5 坪小牢房，共

用一廁；他們無水洗澡，虱子、跳蚤、各種癬疹交互傳染。由於床位不足，想

躺上床得排隊輪流。警察拘留所同樣人滿為患。 

受刑人阿斯拉尼斯說：「獄中沒通風、沒衛生，糟到沒辦法形容，若沒去過

根本無法想像。」歐洲人權法庭 10 月時判定，希臘政府因非人道待遇須賠他 33

萬元台幣。  

      

 

                                           
4 蘋果日報新聞 2013 年 12 月 29 日簡竹君╱綜合外電報導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31229/35541893/希臘監獄太擠 15 人越獄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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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68 條；監獄衛生設施，以維護受刑人身心健康

為目的，並經常實施衛生教育，教導其遵守公共及個人衛生，養成良好生活習

慣。 

監獄擁擠之界定標準；監獄是否擁擠、超額收容？則視該監實際收容人數與依

下列三種不的標準來決定： 

一、評定容額：由政府主管官員對不同矯正機關依其床數或人犯數額指定容額。

二、運作（經營）容額：依矯正機關全體職員編制員額，各種矯正處遇計畫與

其他業務的多寡，來決定容額。 

三、設計容額：依原始建築設計所能提供人犯最適當數額。美國之受刑人每名

是以 60-80 平方英呎（約 1.68-2.24）為最適當，避免人犯間相互攻擊等暴行

事件發生。我國雜居房是以 0.7 坪（0.6 坪）為準。 

四、依監獄管理之研究；改善矯正機構的硬體結構：當一個收容人所活動之空

間低於 60 平方英呎時，其攻擊活動之可能性將大大提昇，所以廣泛使用物

理力之方式來區隔人犯之聞的活動。例如；擴增餐廳空間、工場及舍房空

間、運動及活動空間，並加以區隔、監管，均能達到降低暴行、脫逃發生

之機會。 

(5).智利強震震垮監獄，200 多名囚犯趁亂逃5 
智利監獄官員表示，一座監獄的一面牆在 2010/02/27 晨強震中被震垮，200

多名囚犯趁隙脫逃。獄方告訴「第三日報」（La Tercera）說，這座位於中部的監

獄牆塌後，1 名監獄管理員重傷，269 名囚犯蜂湧而出，當局最後抓回約 60 人。

獄中其他 600 名囚犯被轉往以東約 100 公里的另一座監獄，位於主要城市康塞

普松 Concepcion）。智利 02/27 晨規模 8.8 強震造成至少 214 人罹難。 

(6).美國奇寒，逃犯放棄自由，逃犯主動乞求回監獄較溫暖6 
 

 

 

 

 

                                           
5 法新社智利聖地牙哥 2010/02/28 
6 英國 BBC 新聞 2014 年 1 月 8 日,（撰稿：田耕 責編：顧垠）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1/140108_us_escaped_inmate_col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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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逃犯羅伯特·維克要求返回監獄取暖） 

美國遭遇極地漩渦寒流侵襲，冰天雪地。要知道有多寒冷，從一名逃犯主

動要求以自由交換溫暖，就可想而知。美國警方說，肯塔基州一名囚犯監獄逃

出才一天，就因為外面實在太冷，要求當局讓他返回監獄。 

肯塔基州列星頓市警方發言人羅伯茲說，囚犯羅伯特·維剋（如圖 4.）星期

天（2014 年 1 月 5 日）從低度設防監獄布萊克本監獄逃出，但是當地氣溫猛跌，

這名逃犯周一現身列星頓市「落日汽車旅館」，要求職員代打電話報警自首。羅

伯茲說，維克表示，他感到非常凍，想回監獄。 

羅伯茲說，美國中東部的肯塔基州，溫度劇降至零下 20 度攝氏。 

 

 

 

 

 

 

 

 

 

（圖 5. 美國受寒流襲擊，氣溫降到 20 年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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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歲的維克因為曾經暴露在風寒中，需要由醫護人員觀察身體狀況數小時

後才送返布萊克本監獄。美國懲教部門發言人林伯說，維克在逃時所穿的衣服

應該就是監獄配給的褲子、襯衣和外套（如圖 5.）。 

美國正受到刺激的北極寒流侵襲，氣溫下跌到 20 年來最低，陸海空交通都

受到嚴重影響，學校停課，當局呼籲人們留在室內。 

(7).推理大解密，不自由，毋寧死！7 
無論監獄的圍牆多高大、警衛的戒備多森嚴，老子就是要逃給你看…… 法

律的歷史有多長，犯罪的歷史就有多長；犯罪的歷史有多長，監獄的歷史就有

多長。 

人權發展到今日，在不同國家、社會、文化裡，死刑、鞭刑等戕害人身的

刑罰，仍然充滿存廢與否的爭議，唯一的交集，恐怕也只有剝奪自由的囚刑，

可以獲得共通的認同了。 

監獄設在海上；避免犯人脫逃，然而，「不自由，毋寧死」這句話，對許多

犯罪者來說，卻是奉行不渝的金科玉律，無論監獄的圍牆多高大、警衛的戒備

多森嚴，老子就是要逃給你看。無論是小說或是真實歷史，都存在著許多來無

影、去無蹤，在監獄裡來去自如、暢行無阻的天才逃獄專家，以匪夷所思、魔

術般的手法離開固若金湯的牢房。 

在推理小說的世界裡，最知名的逃獄專家，自然非怪盜亞森‧羅蘋（Arsene 

Lupin）莫屬。羅蘋在《怪盜紳士》（1907）初次登場時，即被逮捕入獄，可是，

他不但是自願入獄，還可以在獄中遙控外界，最後，想走就走，甚至「預告出

獄」，警方完全莫可奈何。縱觀其怪盜生涯，他一共逃獄三次。 

逃獄的情節，也可以在大仲馬的《基度山恩仇記》（1844）及雨果的《悲慘

世界》（1862）裡讀到，跟亞森‧羅蘋探案都是法國小說，也許法國人的浪漫情

懷，甚至凌駕於法律之上呢。 

大仲馬的另一部作品《三劍客》（1844）由日本改編為動畫後，也增加了逃

獄情節，這回被關的是遊走英、法王室的女間諜美樂蒂，從專門囚禁貴族、政

治犯的倫敦塔（Tower of London）監獄裡脫逃。 

諷刺的是，歷史上第一個從倫敦塔中逃獄的犯人，就是第一個被關進去的

福蘭巴德主教（Bishop Ranulf Flambard）。他因貪汙被捕，入獄半年左右，他取

得了藏在葡萄酒桶裡的繩索，這是外界的朋友秘密送進來的，接著再設宴灌醉

                                           
7 聯合報/D4 版/繽紛 2013-12-08/文／既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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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衛，乘機逃出塔外，以繩索翻過城牆，跳進在河上等他的小船。 

將監獄設置在海上，以避免犯人脫逃，是各國常法。拿破崙在滑鐵盧戰敗

後，被囚禁在聖赫倫那島（Saint Helena），死於獄中。日本江戶時代，則將罪犯

放逐到伊豆諸島；中國宋朝的重刑犯，則送到山東煙台外海的沙門島；台灣有

「火燒島」綠島。至於美國，自然是舊金山灣外的「惡魔島」阿爾卡特拉斯島

（Alcatraz Island），最廣為人知了。 

過去，台灣飛賊高金鐘，成功逃獄達十次，惡魔島上曾發生過十四起逃獄

事件。唯一被認為成功的一次，是在 1962 年，法蘭克．莫里斯（Frank Lee Morris）、

約翰（John）與克拉倫斯．安格林（Clarence Anglin）兄弟策畫兩年，不但秘密

製造渡海的木筏，還以紙屑、黏土做了假頭，欺騙夜間巡房警衛，並在單人牢

房裡用自製的鑿子挖洞。事發後，FBI 全力查緝，雖然找到了一些逃脫用的物品，

但沒有發現屍體，至今下落不明。 

日本有個「明治逃獄王」，外號「五寸釘」的西川寅吉。其外號的由來，是

他體力、耐力超乎常人，在某次追捕過程中，腳掌不慎踩到鐵釘，居然還能奔

跑十數公里。他一生共逃獄成功六次，曾經待過三重、秋田、小菅等日本各監

獄，後來被送到北海道的樺戶監獄，想不到他卻能在冬季時利用潮濕獄衣遇空

氣冰凍所產生的瞬間吸著力，攀牆逃獄。 

還有一個「昭和逃獄王」白鳥由榮，曾有四次逃獄紀錄。他不但天生怪力，

更充滿創意。最離奇的一次，是他在手銬上不斷噴灑味噌湯，利用味噌裡的鹽

分使手銬鏽蝕，解鎖逃逸。此外，據說他的全身關節十分鬆軟，使他易於自行

脫臼，以掙開各種束縛。 

在台灣，逃獄最多次的罪犯，則是飛賊高金鐘，共逃獄十次。他生於民國

10 年，日治時代曾受徵召到南洋服役，二戰結束後，不務正業，在台灣各地行

竊，多次被捕。高金鐘擅長開鎖，據說能用竹筷解開手銬。最後，高金鐘被送

往蘭嶼農場管訓，在民國 52 年 9 月 23 日清晨，與六名同夥逃逸，還殺害兩人。

案發後，軍警進行聯合搜查，動員五百人次，但無功而返，高金鐘從此行蹤成

謎。 

然而，在監獄的現代化管理下，已不可能靠單純的手法逃獄。法國罪犯帕

斯卡．佩耶（Pascal Payet）因搶劫運鈔車、殺人被捕，專門使用直升機逃獄，

一共成功三次，是全球紀錄保持人。現在，為了安全上的理由，法院判決他必

須囚禁在一個不得公開的地點，並且不得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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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脫逃之防範對策： 

  A.不使收容人脫離戒護視線。 

  B.確實掌握收容人數。 

  C.確實上鎖。 

  D.落實實施安全檢查。 

  E.選擇最適當的戒護位置。 

  F.隨時掌握囚情動態。 

  G.切實依執勤規定認真服勤。  

 

(8).美國獄警太散仙，犯人趁機脫逃8 
美國「奧克拉荷馬州」監獄警衛在移送犯人時，其中一名犯人生病，因此

一行人中途在醫院暫停，送犯人就醫，但是獄警太大意，汽車沒熄火，鑰匙還

掛在車上，因此其中八名犯人趁機脫逃，駕車揚長而去。 

警方隨即出動，並帶著警犬進行追緝，同時還有直升機在空中搜尋，不久

後，就抓回六人，當局繼續追捕，附近的州立大學基於安全考量，封鎖校園好

幾個小時，直到（當地時間）週二晚上，在逃的 2 人也被逮回後，學校才又重

新開放。 

(9).希臘最惡名昭彰囚犯，再用直升機越獄9 
希臘最惡名昭彰的人犯今天（2009/02/22），再度以類似好萊塢電影情節的

方式，從雅典一所監獄脫逃。44 歲的派萊歐柯斯塔斯（Vassilis Palaiokostas）曾

於 2006 年以直升機和高速汽車，從這所安全措施最嚴密的監獄脫逃。 

他在去年夏天因涉嫌策劃綁架一名工業家而再度被捕，正等待審判。 

一名不願具名的警方人士說：「派萊歐柯斯塔斯和他的阿爾巴尼亞共犯利用

直升機從柯瑞達洛斯（Korydallos）監獄逃出。」 

他說：「這架直升機後來在雅典北郊的卡潘德瑞提（Kapandriti）被發現，但

逃犯逃逸無蹤。」 

(10).十多名菲律賓囚犯挖地道，成功脫逃10 
十幾名菲律賓囚犯在監獄挖了一個地道，成功越獄。 

                                           
8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9 月 25 日 http://tw.news.yahoo.com/美獄警太散仙-犯人趁機脫逃-035203164.html 
9 路透 RETERS 新聞網 2009/02/23 中央社（翻譯） 
10 中廣新聞網 200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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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囚犯都跟菲國回教激進組織（阿布薩耶夫）有關係，他們因為殺人罪

或非法擁有槍枝罪被判刑，在菲律賓南部一所監獄服刑。 

日前（2009/01/13）他們從監獄裡面挖了一個十公尺長、一公尺寬地道，十

幾名囚犯從這個地道逃了出去。監獄管理員查監時，發現犯人不見了，仔細檢

查，才發現地上被挖了一個地道，洞口被囚犯用回教徒祈禱用的小地毯跟書遮

掩。警方立即展開追捕，一名越獄犯被擊傷，但其他十幾人已經逃逸無蹤。 

監獄主管說，這批犯人策劃越獄已經好幾個月，外面應該有人接應，他們

才越獄成功。 

 (11).法國監獄二囚犯，炸燬獄門，揚長而去11 
法國兩名囚犯，炸燬了監獄門，押了兩名獄警當人質，逃獄成功。 

星期天（2009/02/15），監獄會客。這兩名搶劫犯在法國中部「磨坊監獄」

的院子裡，用預藏的炸藥，炸燬了監獄的內門。再用預藏的小手槍，押著兩名

獄警，坐上一輛小汽車，強迫獄警打開監獄大門逃跑。跑了一段路，放掉了兩

名人質，兩個囚犯則繼續逃跑，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抓回籠。 

請不要問犯人身上怎麼有手槍，還有炸藥。這所監獄五年前也有人逃獄，

不過沒成功。六年前有人逃獄成功，他們用的是直昇機。 
   

按：我國刑法第 186 條之 1；立法理由：無正當理由使用炸藥、棉花藥、雷汞或

其他相類之爆裂物爆炸，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因

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

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致炸藥、棉花藥、雷汞或其他相類之爆裂物爆炸而生公

共危險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金。第一項之未遂犯罰

之。 

(12).飛船空降逃獄包，西班牙越獄風雲未演被抓包12 
西班牙警方 2009/07/3 日破獲一起離奇的企圖越獄事件，並且逮捕 3 名嫌

犯。這 3 人試圖利用一具長達 4 公尺的遙控飛船，運送逃獄設備給一名因走私

毒品入獄的義大利囚犯，所幸越獄陰謀及時遭警方查獲。 

西班牙警方發表聲明指出，企圖越獄的人犯是 52 歲的居里奧．Ｂ，他稍早

因為駕駛水上飛機將 200 公斤的古柯鹼從茅利塔尼亞運至加納利群島而被捕，

                                           
11 中廣新聞網 2009/02/16 
12 自由時報 2009/07/05 編譯張沛元／綜合馬德里 3 日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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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關在島上的監獄內。 

遙控飛船送裝備；警方表示，在這起越獄計畫中，3 名嫌犯試圖遙控飛船，

把夜視鏡、登山裝備與偽裝漆送入獄中。居里奧．Ｂ則會在晚上摸黑利用這些

設備爬過監獄圍牆，然後與會幫他偷渡離開該島的司機會合。這些人犯打算等

候取得偽造文件遠走海外，然後再繼續從事把毒品走私到西班牙來的勾當。 

西班牙警及時攔截；警方表示，他們已在監獄外逮捕這個由兩名西班牙人

與一名烏拉圭人所組成的越獄集團，並攔截了一只從義大利寄過來、裡面有飛

船、夜視鏡與登山裝備的包裹。這 3 人已經在距離監獄 600 公尺外的山丘上設

立帳棚，並透過高倍望遠鏡與遠距攝影裝備，來觀察監獄的安全戒備狀況；他

們甚至還在帳棚旁架設行動偵測感應器，以防範外人或警察接近。 

(13).阿根廷版刺激 1995，13 囚越獄13 
 阿根廷官員 2013 年 8 月 20 日說，阿根廷戒護森嚴的伊塞薩（Ezeiza）監獄

中，有 13 名囚犯挖地道越獄，情節宛如好萊塢經典越獄電影「刺激 1995」。 

這些囚犯利用地道逃到伊塞薩監獄的庭院，然後翻過兩道閘門逃獄。伊塞

薩監獄位於布宜諾斯艾利斯附近。 

阿根廷聯邦監獄管理局局長已經為此事辭職，還表示監獄內外都有人協助

這些囚犯越獄。 

伊塞薩監獄的典獄長連同 18 名看守人員都已遭到停職。 

這些囚犯身上都揹著至少 16 年有期徒刑，其中包括 2 名巴西人和 1 名巴拉

圭公民。他們挖地道用的工具目前都還沒找到。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預防受刑人脫逃及透過良好的監禁環境，如何有效控

制監獄？其主要內容包括： 

 (1).無論對收容人及職員而言，監獄是一個安全的處所。 

 (2).監獄中所有受刑人都感受到公平的處遇 

 (3).監獄中受刑人有機會參加深具意義的教化活動以及為出獄後預作準備。

 (4).一個秩序良好的監獄必須有明確且公平及平等的管理規則，以確保每位受

刑人及職員安全。 

(14).凱達策畫？伊斯蘭 9 國大越獄14 

                                           
13 法新社 2013 年 8 月 21 日譯者：中央社盧映孜 
14 聯合晚報 2013/08/04╱編譯蔡致仁/綜合報導，全文網址: 凱達策畫？伊斯蘭 9 國大越獄 | 國際焦點 | 全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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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於 2013/08/3 日發布全球安全警訊，稱伊拉克、利

比亞和巴基斯坦等 9 個國家最近發生的越獄事件，疑與凱達組織有關，呼籲各

國協助確定這些事件是否「經過策畫或彼此相關」，防止恐怖分子再度越獄。 

美國中情局、聯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務院、國安局等部門首長 3 日下午

在白宮召開安全會議，歐巴馬總統未參與，但事後聽取會議簡報。 

西方國家日前紛紛因美國宣布截獲凱達有意攻擊的訊息，而關閉在伊斯蘭

國家的使館，但 Interpol 未說明其警訊是否相關。 

Interpol 警訊指出，最近在 9 個國家發生的越獄事件，疑似與凱達組織有關，

光是上個月這些事件中的脫逃恐怖分子與其他囚犯就有上百人。Interpol要求190

個成員國幫助調查，確定這些事件之間是否經過策畫或有關連，迅速傳遞情報

避免類似事件再發生。 

Interpol 與美國政府先後發布安全警訊，使國際情勢陷入緊張。美國政府 2

日前宣布截獲凱達組織高層電子通訊內容，說有重大威脅出現，該組織「意圖

攻擊西方世界」，而且目標不只是美國。 

美國政府 2 日發布公民旅遊警訊，下令關閉美駐伊斯蘭國家所有大使館與

領事館，範圍遍布亞洲、中東與北非。而德國、英國與法國將關閉駐葉門使館

至少兩天。加拿大表示，駐孟加拉首都達卡使館 3 日也關閉。美國政府認為，

凱達組織的伊拉克分支策畫 7 月底的 2 起逃獄事件。他們用迫擊砲攻擊伊拉克

士兵，自殺炸彈客把監獄圍牆炸出缺口，派出突擊隊把囚犯救出來。 

美國政府認為，凱達組織的伊拉克分支策畫 7 月底的 2 起逃獄事件。他們

用迫擊砲攻擊伊拉克士兵，自殺炸彈客把監獄圍牆炸出缺口，派出突擊隊把囚

犯救出來。幾天以後，利比亞港口城市班加西也爆發監獄攻擊與越獄事件，超

過 1000 名囚犯逃獄。巴基斯坦西北部的德拉伊斯梅爾漢監獄 29 日也爆發相同

事件，據報是神學士武裝分子所為，有 249 名囚犯脫逃。 

(15).阿富汗監獄遇襲，30 名囚徒越獄15 
阿富汗官員稱，薩爾普勒省一座監獄 2012 年 6 月 7 日受到襲擊，30 名犯人

越獄。 

薩爾普勒省省長說，塔利班武裝分子在薩爾普勒市監獄牆上炸開一個大

洞，大批犯人乘機通過破洞逃跑。 

                                                                                                                                            
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073645.shtml#ixzz2b30k2she 

15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2 年 6 月 8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06/120608_rolling_afghanpris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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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阿富汗安全部隊成功抓回 16 人，但跑掉的人裏有些塔利班分子。他

說，在監獄警衛阻止囚犯逃跑過程中，3 人被打死，31 人受傷。塔利班宣佈他

們劫獄，並說 170 多名囚犯成功越獄。 

(16).《越獄風雲》阿根廷真實上演？披羊皮、藏行李花招百出16！ 
電影中逃犯越獄的刺激劇情令人屏息，但現實生活中不少犯人逃獄過程，

比起電影更具戲劇張力。荷蘭曾發生女囚犯僅以湯匙就挖出數米深隧道脫逃，

墨西哥則有犯人施展「軟骨功」躲在女友的行李箱溜出監獄，阿根廷甚至出現

囚犯披羊皮混入羊群越獄的真實案例。 

2010 年，美國發生一起離奇的逃獄事件，2 名囚犯利用一條電線在牢房牆

壁挖出通道順利越獄，他們還在洞口貼上海報掩飾，精密的逃獄手法簡直就像

電影「刺激 1995」翻版。同年，香港一名 28 歲李姓囚犯一舉越過 3 米高的圍欄

後，爬上斜坡脫逃。今年（2011 年）4 月，阿富汗出現 500 多名犯人事先挖通

長達 320 公尺的隧道集體逃命。 

希臘曾傳出囚犯空中越獄的意外事件，當時一架直升機，突然飛到監獄上

空，並且拋下繩梯，2 名男囚犯順著繩梯爬上直升機，過程中還跟員警爆發激烈

的槍戰，直升機空中接應如電影情節。 

2011 年 12 月 12 日，號稱阿根廷戒備最森嚴的艾爾維爾將軍監獄上演一齣

宛如好萊塢鉅片般的越獄案，2 名犯人竟披戴從附近牧場偷來的羊皮、羊頭，混

進大批羊群中潛逃出監獄。當地警方出動 300 多名警力和多架直升機展開地毯

式搜索，卻仍一無所獲。 

(17).逾 60 凱達分子，殺葉門獄警逃獄17 
葉門安全官員和醫護人員說，南部一所監禁凱達恐怖組織激進分子的監

獄，2011/06/22 日發生逃獄事件，囚犯和警衛衝突，殺害一人和殺傷二人後，逾

60 名凱達分子脫逃。這起逃獄事件發生在南部哈德拉毛省首府穆卡拉的中央監

獄，囚犯制伏警衛，奪走他們的部分武器，逃入附近山區。 

這座監獄據信囚禁超過 100 名凱達好戰分子，其中 58 人已被法院判刑。不

過，哈德拉毛省民間組織的發言人巴卡佐茲指控，是政府當局協助凱達囚犯逃

跑。他說：「當今政權來日不多，所以想在哈德拉毛省製造混亂。凱達沒有攻擊

這座監獄讓囚犯脫逃。」另一名安全官員說，有 62 名囚犯脫逃，隨後有兩人又

                                           
16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 2011 年 12 月 13 日 
17 世界日報 2011/06/23http://udn.com/NEWS/WORLD/WOR3/64165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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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 

(18).印尼再傳越獄，11 毒品犯在逃18 
印尼警方說，11 名囚犯今天（2013 年 7 月 16 日）逃出巴淡島（Batam）上

一座監獄。200 名囚犯六天前逃出蘇門達臘棉蘭一座監獄，目前仍有半數在逃。

這 11 名毒品犯衝入巴洛伊監獄（Baloi jail）典獄長辦公室後，從窗子逃出監獄。

巴淡島位於新加坡以南的黎奧群島（Riau Islands）中。 

黎奧群島省警察局長蘇卓加（Endjang Sudrajat）告訴記者：「一名警衛被打。

囚犯們拿粗鐵棍打壞窗子，逃出監獄。」當地居民說，監獄旁會有小型公車經

過，她看到逃犯強搭上了一輛小型公車。 

印尼許多監獄都人滿為患。巴洛伊監獄可容納 250 名囚犯，卻關了 468 人。 
   

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28 條；監獄應依警備、守衛、巡邏、管理、檢查

等工作之性質，妥善部署，並遴選適當人員，擔任勤務，嚴密戒護，以防騷動、

脫逃、自殺或鬥毆等事故之發生。執行勤務，應注意左列各款之規定： 

一、管教受刑人，應具愛心與同情心，尊重其人格，並瞭解其本身關係事項，

因勢利導。 

二、戒護受刑人，應確實掌握監內情況，隨時清查人數，並注意安全措施。 

三、門衛勤務，儀態應端莊，待人應和藹，並應注意檢視物品之搬運及行人之

出入。 

四、舍房勤務，除發生災變外，非有長官在場或得其許可，不得任意開門。 

五、工場勤務，應關閉工場門戶嚴禁受刑人任意出入，並注意作業器材之使用

與管理。 

六、監獄內門戶及出入口應經常關閉。妨害戒護安全之物品，應鎖藏於固定場

所。如有開啟或使用之必要，應隨時派員戒護。 

七、對於武器戒具、鑰匙門戶、水電設備、消防器材以及使用鍋爐、蒸氣設備

等處所，應妥慎管理與檢查。 

八、解送受刑人時，應注意其身體及名譽，並依解送辦法之規定。 

(19).墨西哥逾百囚徒「走大門」越獄19 

                                           
18 法新社 2013 年 7 月 17 日譯者：中央社郭中翰 http://tw.news.yahoo.com/印尼再傳越獄-11 毒品犯在逃

-093502842.html 
19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2 年 9 月 20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09/120920_rolling_mexico_jail_brea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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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當局說，130 多名囚徒星期一（2012 年 9 月 19 日）從靠近美國邊境

的一處監獄越獄，但他們並非如先前所稱的從地道中逃跑，而是從大門越獄。 

科阿韋拉州保安負責人莫蘭表示，囚犯勾結監獄警衛，囚徒的越獄還得到

了該地區主要販毒集團洛斯哲塔斯的支持。洛斯哲塔斯販毒集團的成員也在越

獄行動中逃跑。 

墨西哥當局正繼續對越獄囚犯展開追捕。與此同時，聯邦和州政府相互指

責對方應對對越獄事件承擔責任。 

(20).巴基斯坦監獄遇襲，近 400 囚越獄20  

 

 

 

 

 

 

 

（圖 6. 在塔利班成功劫獄之後，班努鎮監獄門前的巴

基斯坦政府軍士兵加強了警戒） 

在巴基斯坦伊斯蘭武裝分子 2012 年 4 月 14 日，襲擊了一座監獄之後，近

400 名獄囚得以成功越獄。 

至少 100 名伊斯蘭武裝分子當地時間周日凌晨對座落於巴基斯坦西北部班

努鎮（Bannu）的一座監獄發動了突襲（如圖 6.）。據巴基斯坦官方消息稱，得

以成功越獄的囚犯中包括一些「危險」的反叛武裝成員，其中包括因暗殺前總

統穆沙拉夫未遂而被關押的犯人。 

據 BBC 駐伊斯蘭堡記者馬克布介紹說，襲擊成功對於巴基斯坦軍方來說是

一次挫折，因為政府軍在過去一年中發起的針對西北部伊斯蘭武裝組織種種軍

事行動中已經佔了上風。巴基斯坦塔利班武裝聲稱對這次武裝劫獄負責；目前

還沒有第三方能夠證實塔利班的說法。 

                                           
20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2 年 4 月 15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4/120415_pakistan_militants_j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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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利班劫獄？早間，巴基斯坦塔利班發言人埃赫山（Ehsanullah Ehsan）告

訴法新社說：「我們攻擊了班努監獄，並使我們的特殊成員獲得了自由。」埃赫

山還說：「一兩天後，當這些特殊成員都抵達目的地之後，我會一一公布他們的

具體身份。不過，我現在還不能告訴你們具體的人數。」 

官方消息稱，大量武裝分子是乘坐小汽車和輕型卡車衝入監獄大院並開始

四處射擊和投擲手榴彈的。班努鎮警方首腦告訴法新社說，衝突前後長達 2 個

小時，共有 3 名警員在衝突中受傷。 

據巴基斯坦官方初步統計，共有 384 名獄囚越獄，其中至少 20 名屬於「非

常危險」的伊斯蘭武裝組織骨幹。亡羊補牢？當地政府發言人胡賽因解釋說，

之所以有眾多獄囚得以越獄，主要因為武裝分子在攻擊監獄的同時還封鎖了所

有通往監獄的道路，使得援軍難以及時到達。 

胡賽因還表示，政府軍已經在周邊地區設下多層嚴密關卡哨站，並已經緝

拿到了一些越獄囚犯。不過，據 BBC 從伊斯蘭堡趕往班努鎮的記者表示，在 5

小時的路程中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政府軍士兵跡象，而且只在中途遇到一個單兵

把守的檢查崗哨。去年，塔利班也成功地在阿富汗南部省份坎大哈劫獄，使得

470 多名在押塔利班武裝分子得以脫逃。 

(21).加拿大囚犯，上演直升機越獄驚險劇21 
  

 

 

 

 

 

 

（圖 7. 加拿大警察仍在繼續搜尋另一名在逃囚犯。） 

加拿大一座監獄中的兩名囚犯 2013 年 3 月 17 日上演了一齣乘坐前來營救

的直升機成功越獄的行動。 

                                           
21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3 月 18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18_canada_jailbrea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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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利爾附近的聖傑羅米監獄的官員說，越獄行動發生在光天化日的周日

（2013 年 3 月 17 日）下午 2：20 分。一架直升機突然飛入監獄操場並在上空盤

旋，正在放風的兩名囚犯跑向飛機，利用機上垂下的繩索爬上飛機後越獄逃生。 

聖傑羅米監獄獄方說，參加這次越獄行動的是兩名分別為 33 歲和 36 歲的

男性囚犯。 

警方說，在隨後展開的緊張搜捕中（如圖 7.），其中一名囚犯及其兩名同

伙落網，但另一名囚犯仍然在逃。警方還在距離聖傑羅米監獄 85 公里處找到了

被用來進行此次大膽營救行動的直升機，並對直升機駕駛員進行了訊問。據信，

這架直升機是在遭劫持後被迫參與此次越獄行動的。 

(22).印尼一所監獄 150 多犯人越獄逃跑22 
印尼蘇門答臘島棉蘭市一所監獄 2013 年 7 月 10 日發生囚徒集體越獄事件，

150 多犯人逃跑。 

越獄事件是在一場騷亂中發生的，監獄官員說，騷亂是因為停電導致供水

中斷引發的。數百名警察和士兵試圖恢復這座監獄的秩序，小分隊正在該地區

排查，搜捕逃犯。 消防隊也前來監獄滅火（如圖 8.）。逃跑的囚犯中包括十幾

個因恐怖攻擊罪被判入獄的人。 印尼監獄逾百人越獄，警方稱控制局勢23 

 
 
 
 

 

 

 

 

（圖 8. 在蘇門答臘島城市棉蘭一座監獄發生暴亂，100 多名犯人越獄。） 

印度尼西亞蘇門答臘島城市棉蘭一座監獄發生騷亂。不過，印尼保安部在

星期五（2013 年 7 月 12 日）表示，混亂已受到控制。 

                                           
22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7 月 11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7/130711_brief_indonesia_jailbreak.shtml 

23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7 月 1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7/130712_sumatra_prison_brea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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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蘭的 Tanjung Gusta 監獄的囚犯在星期四（11 日）鬧事，監獄一部分被

焚燒，據報 5 人在暴亂中死亡，超過 100 名囚犯越獄，包括恐怖主義罪犯。印

尼警方在星期五表示，他們已控制了混亂情況，抓回至少 55 名逃犯，大部分囚

犯已經回到牢房。 

負責監獄事務的印尼官方發言人對法新社說，官員和一群囚犯代表會面。

此前，警方說暴亂起因是停電導致供水中斷引發的。發生暴亂的監獄原本只能

容納 1000 多人，但現在囚禁了 2600 多名犯人。 

(23).基地組織聲稱，為巴格達劫獄行動負責24 
 

按：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34 條：監獄應有戒護事件之應變計畫，並

與當地治安機關切取聯繫。遇有天災事變脫逃、殺傷、死亡、暴動、暴行等

事故發生時，應即妥為處理，並於當日將經過詳情以書面報告監督機關。情

形急迫者，得以電話先行報告。 
 

  

 

 

 

 

 

 

（圖 9. 阿布格雷布監獄因為美軍虐待囚犯而著名） 

基地組織發表聲明說，他們在伊拉克組織了兩個監獄的劫獄行動，解救了

包括基地組織高級成員在內的數百名囚犯。 

此前來自伊拉克的消息說，武裝分子在當地時間星期日（2013 年 7 月 21 日）

晚上大約 9 點 30 分向伊拉克首都巴格達北面的塔吉監獄和西面的阿布格雷布監

獄（如圖 9.）同時發動攻擊。在而後持續 10 小時的槍戰中，20 多名保安人員在

交火中喪生。塔吉監獄和阿布格雷布監獄目前關押著大約一萬名囚犯，據信在

越獄行動中逃脫的囚犯在 500 人到 1000 人之間。基地組織說，他們為這次行動

                                           
24 英國BBC新聞網2013年7月23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7/130723_iraq_prisons.shtml 



 

51 

策劃了數月時間，逃跑人員中包括大約 500 名武裝分子。 

最後的攻擊；基地組織通過互聯網發表的聲明說，這次攻擊行動是為了營

救囚犯和打擊伊拉克司法官員而發動的最後一次攻擊行動。 

在塔吉和阿布格雷布這兩所監獄中，阿布格雷布監獄更為臭名昭著。伊拉

克前領導人薩達姆曾在這座監獄虐待反對派，而美軍佔領伊拉剋期間這裏又發

生了著名的美軍虐待伊拉克俘虜事件。 

伊拉克內務部長菲拉吉說，星期日晚間發動攻擊的是「恐怖分子」，裝備精

良。他還說，攻擊塔吉監獄的有 9 名自殺式攻擊者和由自殺式攻擊者駕駛的 3

輛裝載炸藥的汽車。  

(24).塔利班武裝分子襲擊巴基斯坦西北部監獄25  
 

 

 

 

 

 

 

（圖 10. 巴基斯坦塔利班稱他們對監獄發動了襲擊） 

塔利班武裝分子周一（2013 年 7 月 28 日）晚向巴基斯坦西北部一座關押有

大批塔利班成員的監獄發動了攻擊。 

巴基斯坦官員說，該國西北部城市德拉伊斯梅爾漢（Dera IsmailKhan）的監

獄遭到襲擊。路透社援引當地警方首腦說，對監獄的襲擊是由一系列爆炸開始

的。接著塔利班武裝分子用榴彈炮、機槍開始攻擊。 

報道說，該監獄關押著數百上千名塔利班組織成員和其他被禁組織的武裝

分子。巴基斯坦官員對法新社稱，襲擊的武裝分子呼喊「塔利班萬歲」「真主偉

大」的口號。據稱，這些襲擊者穿著巴基斯坦警察的服裝（如圖 10.）。 

襲擊從周一當地時間夜間開始，目前仍在持續。巴基斯坦塔利班的發言人

稱對這起襲擊事件負責。他還說，大約有 300 名囚犯已經成功越獄。 

                                           
25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7 月 29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7/130729_pakistan_prison_attac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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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拉伊斯梅爾漢市的官員說，攻擊監獄的塔利班用擴音器呼喊他們朋友的

名字。巴基斯坦當地省的監獄管理部門首腦說，當局收到過威脅信件說要襲擊

監獄，但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就發生。 

 (25).伊拉克監獄遭攻擊，國會議員：至少 500 名囚犯越獄26 
 

 
 

 

 

 

 

 

 

（圖 11. 2013 年 7 月 21 日遭受攻擊的伊拉克監獄） 

伊拉克國會議員、安全與國防委員會成員的札米里（Hakem al-Zamili）今天

（2013 年 7 月 22 日）說，伊拉克兩座監獄從昨天（21 日）深夜到今天清晨，

遭到武裝民兵持續約 10 小時的攻擊，造成至少 500 名囚犯逃跑，而且在武裝民

兵和獄警的交火中，造成數十人死亡。 

遭到攻擊的兩座監獄分別是巴格達北方的塔吉（Taji）監獄，以及巴格達西

方的阿布賈里布（Abu Ghraib）監獄（如圖 11.）。 

朼米里表示，有大約 500 名囚犯從阿布賈里布監獄，趁亂逃跑。不過，札

米里指出，就他所知，沒有囚犯從塔吉監獄脫逃。 

另 1 名國會議員，同時也是安全與國防委員會成員的塔哈（Shwan Taha）則

說，這兩座遭攻擊的監獄都有囚犯脫逃，人數約在 500 到 1,000 人。 

伊拉克政府證實：兩座監獄遇襲27；伊拉克內政部表示，安全部隊成功壓制

多名武裝男子對巴格達附近 2 座監獄的攻擊行動，不過聖戰人士今天在網路上

                                           
26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7 月 22 日作者： 張子清 http://tw.news.yahoo.com/監獄遭攻擊-議員-至少 500 名囚犯越

獄-125800532.html 
27 法新社 2013 年 7 月 22 日譯者：中央社蕭倩芸 http://tw.news.yahoo.com/伊拉克政府-兩座監獄遇襲

-053505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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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有數千名囚犯逃獄。 

內政部昨天夜裡發布聲明表示：「安全部隊在軍機協助下，成功制止不明身

分槍手對兩座監獄的攻擊。」 

聲明說：「安全部隊逼退攻擊分子，且正追捕。」不過網友透過推特宣稱，

已有數千名囚犯逃獄。當中有些推特帳號似乎為聖戰人士所有。若干名使用者

也在聖戰士論壇中張貼類似訊息。在巴格達以西的法魯賈（Fallujah），民眾表示

已有人順利逃獄，正試圖躲至安全處。 

 (26).巴基斯坦國，塔利班襲監獄，逾 3 百囚越獄28 
巴基斯坦塔利班武裝分子昨晚（2013 年 7 月 21 日）攻擊西北部 1 監獄，逾

300 名囚犯趁機在一片漆黑中成功逃脫。 

「印度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網站發自伊斯蘭馬巴德的即時新聞報導，

偽裝警察的巴國塔利班分子昨天深夜攻擊西北部開柏普赫圖赫瓦

（KhyberPakhtunkhwa）省德拉伊斯邁坎（Dera ismail Khan）1 所監獄，放走逾

300 名囚犯。 

獄方表示，這場攻擊造成數名囚犯、4 名獄卒和兩名攻擊者喪生。報導說，

這所監獄至少關押 5000 名囚犯，包括 250 名極端好戰分子。巴國獄政部顧問卡

達克（Malik Qasim Khattak）表示，約 50 到 60 名槍手先引爆大約 60 枚炸彈攻

擊監獄，造成外牆倒塌，並炸掉兩個電力變壓器。 

巴基斯坦塔利班運動（Tehrik-i-TalibanPakistan）已宣稱犯案，發言人夏希德

（ShahidullahShahid）說，「我們派出包括 1 隊自殺炸彈客在內約 150 名戰士，

目標是放走囚犯。塔利班釋放至少 300 名囚犯，行動成功」。 

(27).離奇！一支「鐵湯匙」鑿洞，俄囚逃獄成功29  
俄羅斯驚傳離奇的逃獄事件，2013 年 5 月 8 日一名囚犯，疑似用鐵湯匙在

牢房天花板鑿出一個洞，並鑽洞爬出後攀上屋簷逃離獄所，成功越獄，情節有

如好萊塢電影。事後，警方認為獄警怠忽職守，才會讓這名囚犯有機可乘。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這起逃獄事件發生在俄羅斯莫斯科的馬特羅斯

卡雅蒂什納（Matrosskaya Tishina）監獄，而逃獄的囚犯是 33 歲的圖巴洛夫（Oleg 

Topalov），被控 2 項謀殺及 1 項走私武器等罪，在 2011 年入獄。 

                                           
28 中央社 2013 年 7 月 30 日記者何宏儒新德里 30 日專電 http://tw.news.yahoo.com/巴國塔利班襲監-逾 3 百囚越

獄-030529528.html 
29 NOWnews 2013 年 5 月 9 日記者吳毓敏／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離奇-支-鐵湯匙-鑿洞-俄囚逃獄成

功-030129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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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指出，圖巴洛夫在牢房天花板鑿出一個洞，並鑽進通風管，沿著通風

管爬上屋頂，跳到距離不遠的圍牆上，再由圍牆跳下成功越獄，直到獄警隔天

清晨巡房時，才發現圖巴洛夫已經逃跑。 

據當地執法機關表示，由於獄方禁止將危險物品帶入牢房，因此圖巴洛夫

能用的工具只有一支鐵湯匙，懷疑他可能是用湯匙鑿洞逃獄。 

當局表示，與圖巴洛夫同牢房的 7 名囚犯並沒有逃跑，目前已展開調查，

暫不排除獄警可能涉案，協助圖巴洛夫逃獄或是怠忽職守。據悉，去（2012）

年俄羅斯也發生逃獄事件，有囚犯搭乘直升機逃脫，但在隔天就被逮回。 

 (28).法國監獄，重刑犯炸監獄門，狹持 4 獄警逃獄30 
法國日前（2013 年 4 月 14 日）發生一起猶如電影情節的逃獄案，一名惡名

昭彰的武裝搶匪法伊德（Redoine Faid）在炸毀監獄大門、狹持 4 獄警後逃獄。

法國警方已發布通緝，並請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緝拿。法伊德 13 日在法國北部

塞克丹（Sequedin）監獄挾持 4 名人質，並以炸藥炸毀 5 道監獄門成功脫逃；在

逃亡途中，他沿路釋放 4 名人質。 

外傳他的妻在他越獄當天一早曾來探監，法伊德越獄所使用的炸藥，可能

是由其妻藏在手帕中，夾帶進入監獄。40 歲的法伊德為阿爾及利亞裔，他一路

從巴黎小偷晉升為武裝大盜，自稱個人犯罪手法師法「疤面煞星」（Scarface）

與「烈火悍將」（Heat）等好萊塢電影。1999 年因涉及 8 起運鈔車和銀行持械搶

案，被判入獄 18 年；他在 2009 年時假釋出獄。但 2011 年因違反假釋條例再次

入獄。伊德被懷疑涉及 2010 年一起搶劫、殺警案。 

全歐通緝！炸毀 5 道門，法國大盜越獄31。曾是法頭號通緝犯；法國最惡名

昭彰的武裝搶匪之一、涉及 2010 年一起導致員警死亡搶案的運鈔車大盜法伊德

（Redoine Faid），2013 年 4 月 13 日在法國北部塞克丹（Sequedin）監獄挾持 4

名人質，並以炸藥炸毀 5 道獄門成功脫逃，目前下落不明，戲劇性的情節堪比

好萊塢警匪片。法國司法當局已對法伊德發布全歐通緝令，並請求國際刑警組

織協助。法伊德脫逃後搭上一輛接應的汽車離去，不久又換車逃逸，並將第一

輛車縱火焚毀。他在逃亡途中先後釋放所有人質，警方已出動直升機持續追緝

這名 40 歲的越獄大盜。由於監獄鄰近法國與比利時邊界，法國司法部長陶比拉

（Christiane Taubira）說，搜尋範圍一開始以比利時為主，但也會擴及整個申根

                                           
30 NOWnews 2013 年 4 月 15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法重刑犯炸監獄門-狹持 4 獄警逃

獄-025923739.html 
31 自由時報 2013 年 4 月 15 日 http://tw.news.yahoo.com/全歐通緝-炸毀 5 道門-法大盜越獄-221026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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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外區域。檢方表示，法伊德是一名「特別危險的囚犯」，持有武器與炸藥。 

法伊德的越獄行動顯然經過事先計畫，並有人接應，外傳其妻在他越獄當

天一早曾來探監，法伊德越獄所使用的炸藥，就是由其妻藏在手帕中，夾帶進

入監獄。據稱他持槍脅迫管理員充當人質，並在半小時內破門逃出。但法伊德

之妻的律師聲稱，她當天並未探監。事發後的照片顯示，監獄門被炸開。警方

已尋獲被法伊德棄置在附近城市里爾（Lille）的代步車。曾是法國頭號通緝要犯、

出過兩本書而被暱稱為「作家」的法伊德，一路從巴黎小偷晉升為武裝大盜，

自稱個人犯罪手法師法「疤面煞星」（Scarface）與「烈火悍將」（Heat）等好萊

塢電影，1998 年被以涉及至少 8 起武裝搶案與銀行竊案判刑 30 年，2009 年假

釋，一度宣布從此金盆洗手，但又在 2011 年因違反假釋條件被捕，送入塞克丹

監獄服刑 8 年。法伊德若被證實真的是造成一名女警死亡的 2010 年武裝搶案的

幕後主使，可能還會被多判 30 年徒刑。  

法國搶匪戲劇性逃獄，警方續追拿32；法國警方今天（2013 年 4 月 14 日）

追緝一名惡名昭彰的武裝搶匪，此人在法國北部先短暫挾持數名獄警人質後，

演出一場戲劇性逃獄。里爾檢察官費夫勒（Frederic Fevre）說，逃犯法伊德

（Redoine Faid）昨天在北部城鎮賽克丹鎮（Sequedin）逃獄後，約 100 名調查

人員出動參與追拿行動。法伊德曾大膽攻擊運鈔車。 

 

 

 

 

 

 

 

 

（圖 12 法搶匪戲劇性逃獄，警方續追拿） 

40 歲法伊德使用爆裂物炸開監獄 5 道門，押 4 名獄警作為人質，隨後釋放

他們。法伊德因 2010 年殺害一名女警的新案，將面臨重刑。調查人員今天試圖

                                           
32 法新社 2013 年 4 月 14 日 http://tw.news.yahoo.com/法搶匪戲劇性逃獄-警方續追拿-120502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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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法伊德如何在獄中取得爆裂物，及他是否有共犯。費夫勒告訴法新社：「現

已展開徹底調查，顯然他有一名或多名共犯。調查人員將裁定他如何能取得爆

裂物和一件武器。」 

法國官員提出警告，認定法伊德身上有武器，「特別危險」。擔心他可能已

經越境逃到比利時，法國發出跨歐洲逮捕令，並請求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協援（如圖 12.）。 

(29).希臘監獄遭攻擊，11 囚犯脫逃33 
希臘首都雅典西北方三百廿公里外一處監獄，2013 年 3 月 22 日晚間，遭一

群重武裝暴徒攻擊，至少有十一名囚犯趁亂脫逃，兩獄警於激戰時腹部中彈，

其中一人傷勢極嚴重。約六名暴徒分乘廂型車與小貨車，衝撞該處位於希臘中

部的監獄。他們以自動步槍與監獄武警槍戰逾半個小時，駁火期間至少投擲了

七枚手榴彈。 

一部獄方的巡邏車，以及兩部警車也遭到攻擊。據希臘司法部官員指出，

現場宛如 戰場，暴徒扔出的兩枚未爆手榴彈，仍待軍方專家前往處理。一批囚

犯趁機利用繩索與床單，爬下一處遭攻擊的警衛塔台，接著越過兩道架有鐵絲

網的圍牆逃離監獄。警方隨後在圍牆附近找到了用來破壞鐵絲網的工具。 

暴徒的攻擊行動也挑起其他囚犯與獄警徹夜對峙，直到廿三日凌晨當局派

出特警隊支援才落幕。當地警方已在監獄周邊地區設置路障攔檢可疑人車，並

全面搜查附近空房舍與農場設施，另外也出動兩架直升機協助追捕逃犯。 

脫逃的囚犯全都是阿爾巴尼亞裔，其中兩人躲藏在距離監獄不遠的一處教

堂，已被警方找到並遭逮捕歸案。 

 (30).美國殺人犯越獄，40 年後落網34 
美國聯邦調查局（FBI）今天（2011/09/28）表示，1 名犯下殺人罪的男子於

1970 年逃獄，據稱他之後挾持 1 架客機展開逃亡，消失 41 年後在葡萄牙落網。 

FBI、司法部執法官局（US Marshalls Service）與新澤西州警方在葡萄牙里

斯本郊外小鎮發現 68 歲的賴特（George Wright）行蹤後，葡萄牙警方昨天將他

逮捕。目前無法明確知道警方如何找到他，但有報導指出賴特最近開始聯繫美

國的親戚。 

賴特在新澤西州沃爾（Wall）持械行搶加油站並殺害老闆派特森（Walter 

                                           
33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3 月 24 日 http://tw.news.yahoo.com/希臘監獄遭攻擊-11 囚犯脫逃-213000111.html 
34 路透紐約 2011/09/2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928/16/2zinr.html 



 

57 

Patterson），在 1963 年被定罪。 

(31).挖地道 320 公尺！阿富汗近 500 名神學士份子逃獄35 
阿富汗激進組織「神學士」耗費五個月時間，在第二大城堪達哈挖出一條

長三百二十公尺、通往主要監獄「沙波薩」的地道（如圖 13.），近五百名囚犯

2011/04/24 日深夜循此越獄成功，其中包括許多神學士指揮官。這起大規模越獄

事件，對數月後將展開撤軍的駐阿美軍而言，不啻是重大挫折。 

耗費五個月秘挖地道；儘管挹注大批國際部隊、資金與顧問，此事顯示阿

富汗政府在南部仍然勢弱，尤其是前神學士重要據點的堪達哈，一直是國際社

會積極樹立阿國政府勢力的焦點城市。可容納一千兩百名囚犯的沙波薩監獄，

便是該目標計畫之一。 

2008 年神學士成員趁夜攻擊該監獄，致使近一千名犯人逃獄，自此多國部

隊與阿國政府便大力提升監獄的安全措施，阿國政府誇稱沙波薩是該國維安層

級最高的監獄。不過，坎達哈省長韋薩二十五日坦承，共四百八十八名囚犯因

情報和安全部隊「有虧職守」而脫逃，其中大多數是神學士好戰份子。 

韋薩表示，已展開搜捕行動，二十六名囚犯已經回籠，另外兩人因拒捕遭

到射殺。對於神學士份子在阿國安全部隊和北約聯軍眼前集體脫逃，阿國總統

卡爾札伊的發言人歐瑪坦承，「這是一場災難」。 

這也是阿國近一週來，發生的第二起重大安全疏失。一名身穿軍服的武裝

份子，十八日潛入喀布爾國防部發動攻擊，造成三名軍人喪生。十天前，堪達

哈警察首長也因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神學士自殺炸彈客而喪命。 

神學士發言人穆賈希德則表示，過去五個月，他們從監獄附近的一間民舍

開始挖掘地道，挖掘路線繞過官方檢查哨、主要道路，二十四日晚間終於抵達

監獄牢房。三名早知此計畫的囚犯，引導其他犯人脫逃，總計逃離人員達五百

四十一人，其中約一百人是該組織指揮官，他們被接應的車子載到安全的處所。 

從內部協助組織越獄大計的囚犯阿不都拉說，外面的同夥先提供牢房的複

製鑰匙給四、五名囚犯，「入夜後，我們成功地打開各牢房的房門，喚醒他們、

靜悄悄的走出來」。囚犯以四到五人為一組，整個越獄時間，歷時四個半鐘頭。 

阿富汗大越獄，疑內神通外鬼36阿富汗總統卡賽（Hamid Karzai）的辦公室

今天承認，塔利班叛軍主導的坎達哈市大規模越獄事件，有「內神通外鬼」跡

                                           
35 自由時報 2011/04/26 編譯魏國金／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6/78/2qgca.html 
36 法新社(譯者：中央社何孟奎)2011/04/2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7/19/2qia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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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當局今天表示，已逮回約 500 名逃獄囚犯中的 65 人。 總統府發布聲明說：

「所有受刑人都從地道逃掉，顯示監獄有內神通外鬼。」 

這些囚犯大多是塔利班（Taliban）叛亂分子，他們在 24 日夜間利用 1 公里

長的地道成功越獄。塔利班表示，他們花了 5 個月時間，才挖好地道通到坎達

哈市（Kandahar）這座監獄裡。坎達哈是伊斯蘭叛亂分子的大本營。 

塔利班指出，當局已針對越獄者展開追捕行動，其中包括超過 100 名叛軍

指揮官。坎達哈省當局發布聲明指出：「囚犯越獄脫逃後，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

和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展開大規模的追捕行動，並獲得民眾大力支持，

也得到正面成果。聯合安全部隊已逮捕 65 名逃獄受刑人。」 

2011/04/26 阿富汗大越獄，逮回 65 人37；阿富汗當局今天表示，約 500 名囚

犯逃離南部一座監獄後，如今已經逮回 65 人。這起大規模越獄事件是由塔利班

叛軍（Taliban）主導。 

  

 

 

 

 

 

 

 

（圖 13. 牢房內水泥地板，被挖地洞脫逃） 

這些囚犯大多是塔利班好戰分子，他們在 24 日夜間利用 1 條 1 公里長的地

道成功越獄。塔利班表示，他們花了 5 個月時間，才挖好地道通到坎達哈市

（Kandahar）這座監獄裡。坎達哈是伊斯蘭叛亂分子的大本營。 

塔利班指出，當局已針對越獄者展開追捕行動，其中包括超過 100 名叛軍

指揮官。坎達哈省當局發布聲明指出，「囚犯越獄脫逃後，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

和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展開大規模的追捕行動，並獲得民眾大力支持，

也得到正面成果。聯合安全部隊已逮捕 65 名逃獄受刑人。」 

                                           
37 AFP 法新社 2011/04/2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7/19/2qi9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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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希臘兩要犯，再度搭直昇機成功越獄38 
兩名希臘要犯從戒備森嚴的雅典監獄 2009/02/22 逃獄。這是希臘三年來再

度發生人犯以直昇機成功越獄事件。42 歲的要犯「佩洛柯斯塔」與他的阿爾巴

尼亞共犯「瑞賽」兩人，因連續武裝搶劫銀行及綁架而被定罪，他們在即將受

審前，由監獄外的友人駕駛直昇機，到雅典監獄的牢房屋頂上丟下繩梯，讓這

兩人攀爬登機，越獄脫逃。 

警方表示，他們隨後在公路上發現這架被棄置的直昇機。而這條公路通往

希臘中部山區，目前警方已經展開搜索。這兩名犯人在 2006 年曾以同樣手法越

獄，但不久後就被警方捉回。這次兩人再度以直昇機越獄逃亡震驚全希臘，輿

論嚴厲抨擊監獄防守疏失。 

(33).飛船空降逃獄包，西班牙越獄風雲未演被抓包39 
西班牙警方 2009/07/03 日破獲一起離奇的企圖越獄事件，並且逮捕 3 名嫌

犯。這 3 人試圖利用一具長達 4 公尺的遙控飛船，運送逃獄設備給一名因走私

毒品入獄的義大利囚犯，所幸越獄陰謀及時遭警方查獲。西班牙警方發表聲明

指出，企圖越獄的人犯是 52 歲的居里奧．Ｂ，他稍早因為駕駛水上飛機將 200

公斤的古柯鹼從茅利塔尼亞運至加納利群島而被捕，目前正關在島上的監獄內。 

遙控飛船送裝備，警方表示，在這起越獄計畫中，3 名嫌犯試圖遙控飛船，

把夜視鏡、登山裝備與偽裝漆送入獄中。居里奧．Ｂ則會在晚上摸黑利用這些

設備爬過監獄圍牆，然後與會幫他偷渡離開該島的司機會合。這些人犯打算等

候取得偽造文件遠走海外，然後再繼續從事把毒品走私到西班牙來的勾當。 

西班牙警及時攔截；警方表示，他們已在監獄外逮捕這個由兩名西班牙人

與一名烏拉圭人所組成的越獄集團，並攔截了一只從義大利寄過來、裡面有飛

船、夜視鏡與登山裝備的包裹。這 3 人已經在距離監獄 600 公尺外的山丘上設

立帳棚，並透過高倍望遠鏡與遠距攝影裝備，來觀察監獄的安全戒備狀況；他

們甚至還在帳棚旁架設行動偵測感應器，以防範外人或警察接近。 

(34).墨西哥囚犯躲行李箱逃獄被「抓包」40  
墨西哥一名受刑人異想天開，藉著未婚妻去探監，探監結束後竟躲在她帶

來的行李箱內試圖逃獄，結果當女子拖著行李箱要離開監獄時，被逮了個正著。 

                                           
38 中廣新聞網 2009/02/23 
39 奇摩新聞馬德里 2009/07/05 
40 中國時報王嘉源／綜合報導 2011/07/06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706/4/2uji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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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在墨西哥東部琴塔納羅州（Quintana Roo）大城切土馬（Chetumal）

的監獄。 

警方發言人 2011/07/04 日表示，獄警發覺到十九歲女子瑪麗亞．阿荷娜神

色緊張，而且她拖著的黑色滾輪行李箱看起來鼓鼓的，於是攔下來檢查，打開

行李箱一看，發現她正服監中的男友拉米雷茲．提謝瑞納竟躲在裡頭，像胎兒

般蜷縮著身子。 

提謝瑞納因非法持有武器罪名，於二○○七年被判處有期徒刑廿年，如今

他在女友協助下逃獄不成，兩人都得面臨刑罰，未來恐怕連再探監相見的機會

也沒了。 

(35).十多名菲律賓囚犯挖地道，成功脫逃41 
十幾名菲律賓囚犯在監獄挖了一個地道，2009/01/13 成功越獄。 

這些囚犯都跟菲國回教激進組織（阿布薩耶夫）有關係，他們因為殺人罪

或非法擁有槍枝罪被判刑，在菲律賓南部一所監獄服刑。日前他們從監獄裡面

挖了一個十公尺長、一公尺寬地道，十幾名囚犯從這個地道逃了出去。監獄管

理員查監時，發現犯人不見了，仔細檢查，才發現地上被挖了一個地道，洞口

被囚犯用回教徒祈禱用的小地毯跟書遮掩。警方立即展開追捕，一名越獄犯被

擊傷，但其他十幾人已經逃逸無蹤。 

監獄主管說，這批犯人策劃越獄已經好幾個月，外面應該有人接應，他們

才越獄成功。 

(36).大陸籍囚犯越獄，日本又爆看守疏失42 
台灣女留學生在日本遇害事件，因為日本警方一時疏忽，演變成嫌犯張志

揚自盡收場，沒想到今天早上廣島市的廣島監獄，竟然也因獄方看守疏失，發

生大陸籍囚犯逃獄事件。 

台灣時間今天（2012 年 1 月 10 日）早上 9 點半左右，廣島監獄 50 名受刑

人，例行到監獄內的運動場上運動，但就在 10 分鐘後，獄方發現，一名因殺人

未遂而服刑的大陸籍囚犯突然消失，趕緊通報警察，並調閱監視器找人，由於

最近廣島監獄外牆正在施工，懷疑這名囚犯就是爬鷹架逃獄。 

運動場邊也找到疑似囚犯脫下的囚衣，目前廣島警察已經全面展開搜索，

不過廣島監獄周圍都是住宅區，發生囚犯越獄事件，也讓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41 奇摩新聞 2009/01/14 
42 TVBS 2012 年 1 月 11 日 http://tw.news.yahoo.com/大陸籍囚犯越獄-日又爆看守疏失-091950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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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墨西哥囚犯越獄，被卡請獄警解救43 
墨西哥一處監獄在 2010 年元旦前一夜發生了一幕滑稽的情境，42 歲的囚犯

（卡里略）想趁獄警歡慶元旦、放鬆警戒之際越獄並在新年裡給自己一個全新

的開始，但他的如意算盤卻給自己帶來了意想不到的大麻煩。 

外電 2010/01/04 報導，卡里略在經過長期的觀察後發現，他的牢門與天花

板之間有一個不小的漏洞，於是他想通過漏洞爬出去，可是當他的上半身鑽出

牢房後下半身居然被卡住了，就這樣他被吊在牢門上。 

在幾經掙扎發現越獄無門後，卡里略不得不大聲呼救獄警來幫他擺脫困

境，聞訊而來的獄警看見他的囧態後哭笑不得。獄警鋸開牢門才把卡里略救出

來。當然，他並沒有獲得自由，他被關進另一間牢房，而且刑期會因此而延長。 

(38).鐵鎚破牆，菲律賓游擊隊劫 31 囚44 
大約卅名疑似伊斯蘭好戰分子的槍手，2009/12/13 日清晨用鐵鎚擊破菲律賓

南部巴希蘭島一處監獄外牆，衝入之後與獄方人員交火，致使包括一名獄卒在

內的兩人死亡，同時至少有卅一名囚犯成功逃離。 

巴希蘭島副省長薩卡拉胡指出，槍手的目的顯然是要救出關押在該所監獄

內的伊斯蘭游擊隊員。他說，「不過也有許多不是游擊隊員的囚犯乘隙逃脫」。 

薩卡拉胡表示，槍手擊破監獄外牆後，再用鋼剪剪斷牢房的鎖。 

當地軍事指揮官多洛芬洛少將表示，脫逃的卅一名囚犯中，包括「莫洛回

教解放陣線」以及「聖劍」（阿布薩亞夫）成員。其中有兩名「莫洛解放陣線」

成員被指控於 2007 年在巴希蘭島將十幾名菲國士兵斬首。 

這座監獄位在巴希蘭島首府伊莎貝拉市，曾有多次越獄紀錄。去年，有三

名「聖劍」成員脫逃，2007 年時，有十六名囚犯越獄。五年前，五十三名囚犯

用偷運進監獄的武器制服獄卒，然後越獄成功。 

(39).27 囚挖地道準備逃，「薩爾瓦多」獄警及時發現45 
墨西哥常見的囚犯挖掘地道逃獄事件，首度在中美洲上演。薩爾瓦多警察

在一所監獄及時發現囚犯正預備由地道集體逃脫，令獄政當局捏一把冷汗。 

國家民警與獄政當局 2012/02/25 日表示，在莫拉桑省聖法蘭西斯科哥德拉

鎮監獄一間牢房的浴室，發現隧道進口。地道位於地下兩公尺、全長十八公尺，

                                           
43 奇摩新聞 2010/01/0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104/1/1y5gf.html 
44 中國時報【梁東屏／曼谷十三日電】2009/12/1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214/4/1wuz0.html 
45 中國時報 A16/國際新聞 2012/02/27【郭篤為／巴拿馬市廿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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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徑九十公分，可輕易爬行，出口位於監獄牆外巷道的社區球場。聖法蘭西斯

科哥德拉鎮距首都聖薩爾瓦多約一百七十公里。 

獄政副署長比亞洛沃斯透露，獄中關押的大多是幫派分子，約一百人。發

現地道的囚室內關有廿七人，囚犯分批挖掘地道，利用放風時間將泥土運出拋

棄，至少已有兩個月，被發現時都已經做好脫逃準備，警方正調查獄警是否知

情包庇。 

1990 年代以來，由美國遣返的黑幫在薩國迅速擴張，並與毒販結合，地盤

擴及中美洲各國。據聯合國人權委員會統計，薩國全國廿一座監獄僅能關押八

千三百人，但目前囚犯多達二萬五千四百十一人，超過法定容量的三倍。 

(40).炸獄門挾獄卒開溜，法國 2 逃犯落網46 
炸監獄逃亡的兩名法國囚犯，今天（2009/02/16）清晨 6 點多在巴黎附近的

A86 高速公路被捕，一人在與警方槍戰中受傷，警方也有三人輕傷，都已送往

醫院。法國中部的摩林（Moulins）監獄，號稱全歐洲最嚴密的監獄之一，兩名

囚犯居然可以在訪視時以預藏的槍械挾持兩名獄警為人質，再用炸藥爆破中庭

大門逃出。 

兩人歷經兩天逃亡，先後釋放兩名警衛，然後偷車逃往北方，昨晚還是朝

比利時方向逃逸，沒想到今天清晨 6 點左右，警方在巴黎東邊郊區 A86 的高速

公路逮捕兩人。警方表示，清晨 4 點時，兩人威脅一位汽車駕駛駛進了 A4 公路，

威脅他用信用卡在巴黎 12 區的提款機提款，然後驅車往巴黎東北郊區方向逃亡。 

警方也指出，會開槍的理由是，他們有槍並還擊警察，考慮到他們會隨時

威脅到其他市民，而且早晨的車流量開始增大，為了公共安全，警方開槍。 

警方已扣押兩名囚犯的妻子，對兩人的逃脫進行調查。內政部長艾利歐馬

利（Michele Alliot-Marie）也立即發布新聞稿表彰警方的努力不懈。 

(41).巴基斯坦監獄遭襲，近 400 囚逃出47 
巴基斯坦「德拉伊斯邁坎」高層警官表示，巴基斯坦西北 1 座監獄今天（2012

年 4 月 14 日）稍早遭伊斯蘭好戰分子以槍械和火箭彈攻擊，將近 400 名囚犯逃

出。 

監獄位於巴努鎮（Bannu），鄰近阿富汗邊界難管的普什圖（Pahstun）部落

                                           
46 摩新聞網中央社 2009/02/17  
47 路透社，路透巴基斯坦 2012 年 4 月 15 日中央社（翻譯）http://tw.news.yahoo.com/巴國監獄遭襲-近 400 囚逃

出-042805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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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情報官員表示，部分逃獄者是好戰分子。 

與蓋達組織（al Qaeda）過從甚密的巴基斯坦塔利班運動組織表示，該起攻

擊是由其麾下戰士發動，攻擊引發雙方交火，造成數人受傷。 

塔利班發言人表示：「我們已在這起攻擊中營救出數百名在巴努的夥伴，我

們有多位戰士已到達目的地，其他人也已經在路上。」該聲明的真實性尚無法

證明。 

巴基斯坦安全部隊先前針對好戰分子據點發動一連串攻擊，並表示打擊好

戰分子工作已有進展，若塔利班確實救出囚犯，將重創安全部隊士氣。警方和

情報人員表示，逃出的囚犯中僅有部分為好戰分子。 

(42).美國奧克拉荷馬州監獄，獄警太散仙，犯人趁機脫逃48 
美國「奧克拉荷馬州」監獄，2013 年 9 月 24 日警衛在移送犯人時，其中一

名犯人生病，因此一行人中途在醫院暫停，送犯人就醫，但是獄警太大意，汽

車沒熄火，鑰匙還掛在車上，因此其中八名犯人趁機脫逃，駕車揚長而去。 

警方隨即出動，並帶著警犬進行追緝，同時還有直升機在空中搜尋，不久

後，就抓回六人，當局繼續追捕，附近的州立大學基於安全考量，封鎖校園好

幾個小時，直到（當地時間）週二晚上，在逃的 2 人也被逮回後，學校才又重

新開放。 

(43).搭直升機逃獄，加拿大魁北克省搜 3 囚49 
加拿大魁北克省魁北克市的「歐森維看守所」，2014 年 6 月 7 日晚間上演猶

如電影情節般的越獄記，3 名囚犯搭上一架直升機逃獄成功，警方雖接獲通報，

但 3 囚已逃之夭夭，警方已動員進行搜捕（如圖 14.）。 

魁省警方發言人馬修女士說，3 囚是在晚間 7 時 45 分左右落跑，目前警方

只有些許線索。她並透露，協助囚犯逃獄的直升機曾短暫降落地面。她說，「我

們正與看守所密切聯繫，了解囚犯是如何逃獄」，並稱「找到直升機下落是首要

任務」。 

這 3 名囚犯搭上直升機後往西飛行，可能飛往該省第一大城蒙特婁。警方

也與魁北克市和鄰近地區的機場，及軍事基地合作，並針對直升機可能前往的

地點展開地面搜索行動。 

                                           
48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9 月 25 日 http://tw.news.yahoo.com/美獄警太散仙-犯人趁機脫逃-035203164.html 
49 中國時報【簡恒宇╱綜合報導】2014 年 6 月 9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6%90%AD%E7%9B%B4%E5%8D%87%E6%A9%9F%E9%80%83%E7%8D%84-
%E9%AD%81%E7%9C%81%E6%90%9C3%E5%9B%9A-220050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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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已透過社群網站公告這 3 名逃犯照片，並警告大眾若發現他們的行蹤

應立即報警，且切勿與他們接觸。 

3 名逃犯年齡介於 35 至 53 歲，其中 2 名於 2010 年的一次緝毒行動中被捕，

之後關押並等候審訊，據信他們和販毒集團「地獄天使」有關。2013 年 3 月魁

省 2 名囚犯也曾搭直升機逃亡，不過警方在數小時後，全逮捕歸案。 

 

 

 

 

 

 

 

 

 

 

（圖 14. 囚犯搭上直升機逃獄／晴報） 

(44).瑞士監獄珠寶大盜越獄囚犯，法國落網50 
法國警方逮捕 1 名 5 月於瑞士越獄的囚犯，且他疑似是惡名昭彰國際珠寶

竊盜集團「頑皮豹」（Pink Panther）成員之一。 

警方和司法消息人士今天（2013 年 8 月 22 日）說，警方 19 日於這名 47 歲

嫌疑人位於貝達里德（Bedarrides）的家中逮捕他。貝達里德位於亞維農（Avignon）

以北約 15 公里。 

這名嫌疑人出生於塞爾維亞與蒙特內哥羅，但具備法國和馬其頓公民身分。 

警方消息人士說，警方進入嫌疑人家中時，他想要跳窗逃跑。 

這名嫌疑人曾效力法國外籍兵團（French ForeignLegion），是多國緝拿的目

標。他先前因持槍搶劫遭關押於瑞士監獄，5 月成功越獄後，瑞士也對他發出兩

道國際拘捕令。 

                                           
50 法新社 2013 年 8 月 22 日（譯者中央社張詠晴）http://tw.news.yahoo.com/珠寶大盜越獄囚犯-法國落網

-072005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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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消息人士說，尼姆（Nimes）法官將在 10 天內審查瑞士的引渡要求。 

(45).加拿大三囚犯乘直升機越獄51 
 
 

 

 

 

 

 

（圖 15. 加拿大魁北克市的一個拘留中心） 

越獄之前，這三名囚犯被關押在魁北克市的一個拘留中心中（如圖 15.）。

加拿大警方（2014 年 6 月 7 日）表示，魁北克省有三名囚犯乘坐直升機逃跑。 

據信，這三名獄犯周六晚間借助直升機的幫助向魁北克西方飛去，有可能

是蒙特利爾方向。越獄之前，這三人被關押在魁北克市的一個拘留中心，等待

審訊。 

這是魁北克省在一年多時間發生的第二次越獄事件。在 2013 年 3 月，兩名

囚犯從在蒙特利爾附近的一座監獄中通過繩子爬上了一架等待的直升機而逃

脫。 

警方指出越獄的 3 名囚犯分別為 35 歲的 Yves Denis, 53 歲的 Denis Lefebvre 

和 49 歲的 Serge Pomerleau，不過警方對他們的指控目前還不清楚。不過加拿大

廣播公司表示，其中兩人在 2010 年因為與毒品有關的事件而被警方拘押。 

警方發言人說，正在與魁北克市及附近的機場、軍事基地以及直升機可能

停放的地區進行合作以尋找越獄的囚犯。 

(46).史努比劫囚！英國男化裝救親，闖錯英國監獄52 
英國一座監獄遭「史努比」闖入企圖劫獄！一名男子企圖闖入監獄救出他

的親戚，但他打扮成知名漫畫狗狗「史努比」，要不引人注意都很難，他還闖錯

                                           
51 BBC 中文網 2014 年 6 月 8 日編譯：林杉 / 責編：羅玲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6/140608_canada_inmate.shtml 
52 自由時報 2010/05/11［編譯管淑平／綜合報導］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11/78/25f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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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整起行動瞎到讓獄方將其稱為「史上最糟糕劫獄行動之一」。 

一名打扮成史努比的男子，一日夥同另一名共犯，拿著「槍」試圖闖入懷

特島阿爾巴尼監獄，突破監獄員工專用門不成後，便拿石塊砸監獄公務車。不

過突然出現個「史努比」要入侵監獄，一度讓獄方困惑，一名獄方人員 2010/05/9

日說，「一隻大卡通狗企圖闖入監獄不成後抓狂大鬧，這可不是每天都見得到的

事情。」 

他說，這兩人「實在太引人注目了，但他們也被嚴肅看待，因為他們看起

來是拿著槍，真的造成緊張，只不過後來才發現，他們拿的是水槍。」 

這兩名嫌犯闖監獄的目的，是要救出他們的親戚，這下闖監獄不成，自己

也被逮捕。更扯的還在後頭：他們根本就闖錯監獄了！他們要找的人被關在附

近另一座監獄。這名獄方人員說，「這肯定得列為史上最糟糕的劫獄行動之一。」 

罕普夏警局發言人說，這兩名男子年紀分別為 43 歲和 21 歲，已因涉嫌刑

事毀損罪被捕，並依據心理健康條例拘禁。 

(47).手機自拍越獄，巴西 13 名囚犯落跑53 
  

 

 

 

 

 

 

（圖 16. 犯人逃獄成功，還用手機自拍） 

犯人挖地道越獄的戲碼，真實發生！這是在巴西一座監獄，一共有 13 名犯

人花了 60 天的時間，挖出一條地道，順利逃獄成功。而且過程還用手機自拍，

（如圖 16.）事後兩名獄監遭到停職，並且接受調查。而越獄的 13 名犯人，有

兩人被逮捕，其他 11 人還在逃。 

                                           
53 TVBS 作者：顏偉哲 TVBS 2014 年 8 月 17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6%89%8B%E6%A9%9F%E8%87%AA%E6%8B%8D%E8%B6%8A%E7%8D%84-
%E5%B7%B4%E8%A5%BF13%E5%90%8D%E5%9B%9A%E7%8A%AF%E8%90%BD%E8%B7%91-0331004
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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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刺激 1995》中，男主角挖地道逃獄成功，結束 20 多年的「鐵窗人生」，

現實生活中，竟然出現相同戲碼，結局也和電影劇情一樣，成功越獄。影片對

白：「拍這個地方，看這些人有多瘋狂。」 

巴西這座監獄，總共有 13 名囚犯竟然用石塊徒手挖出一條地道，讓他們順

利逃出監獄，誇張的是整個過程，他們還用手機自拍，行經相當囂張。影 片對

白：「哈囉，你現在看到的是第 12 號小偷，根本就像個穿山甲。」 

這段影片震驚巴西警方，事後他們調閱監視器，清楚看到一群囚犯拔腿狂

奔的畫面，才知道事情鬧大了，最後對獄方人員進行調查，發現疑似獄監疏於

檢查牢房，才鑄下大錯，讓囚犯逃之夭夭。 

巴西獄方人員 2014 年 8 月 16 日云：「這個牢房當天是有警衛的，他們是有

在巡邏的，但我們現在知道，他們有近 60 天沒有進去牢房檢查，所以犯人才很

容易挖地道逃走。」 

最後有兩名獄監遭到停職處份，至於落跑的 13 名囚犯，警方已經逮到其中

兩人，另外還有 11 人還在逃，監獄控管出現大漏洞，也讓巴西治安再度亮起紅

燈。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戒護事故之定義與意涵；係指監獄內發生的異於常態、

暫時性失去控制與掌握的突發事故。其意涵包括脫逃、自殺、暴行及擾亂秩序

（含鬧房、騷動及暴動），其發生原因當然有共同的、個別的、預謀的及突發

的。 
 

預防受刑人脫逃及透過良好的監禁環境，如何有效控制監獄？ 

 (1).無論對收容人及職員而言，監獄是一個安全的處所。 

 (2).監獄中所有受刑人都感受到公平的處遇。 

 (3).監獄中受刑人有機會參加深具意義的教化活動以及為出獄後預作準備。 

 (4).一個秩序良好的監獄必須有明確且公平及平等的管理規則，以確保每位受

刑人及職員安全。 

(48).奈國監獄遇襲 1 死 144 囚犯脫逃54 
據 2014.11.04 媒體報導；奈及利亞中部科吉州的一座監獄，3 日遭到攻擊，

造成 1 人死亡、144 名囚犯脫逃。襲擊監獄的歹徒使用爆裂物將監獄的水泥外牆，

                                           
54 數位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201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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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出一個大洞，使囚犯可以輕易地逃脫。（如圖 16.之 1→16.之 2），據悉，這

座監獄在 2 年前，也曾遭激進組織博科聖地襲擊。由於科吉州位於博科聖地勢

力範圍的最南邊，外傳有很多博科聖地的成員被關押在這座監獄。當地警方正

進行調查，釐清這是否為一起劫囚案。 

 

 

水泥牆上被炸出的大洞使囚犯輕易脫逃。 

圖 16.之 1／udn tv 提供 

 

奈及利亞中部的一座監獄遇襲。 

圖 16.之 2／udn tv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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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容人暴行篇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暴行之意義； 

監獄暴行：係指監獄人犯與人犯間或人犯與職員間異常的暴力行為，導致人員

傷亡的戒護事故。有關暴行計有： 

  1.徒手互毆或毆人； 

  2.集體鬥毆、持械互毆； 

  3.集體鬧房、騷動； 

  4.脅迫、施暴管教人員等。 

騷動及暴動： 

所謂監所暴動，係指監所的管教人員對於機構內某一區域中，大多數人犯的管

理持續一段時間失去控制的情境，一般而言係指暴動發生前，人犯脫序，但仍

可以受到管理階層控制的情境，而且暴動時間也不會太長。 

由於暴動會造成人犯與職員精神及肉體的傷害、矯正機構軟硬體損失以及社會

大眾輿論之指摘，矯正機構均視暴動事件為戒護事故的頭條事故，極力預防其

發生。 

暴動之預防： 

  人犯背景資料及在監行蹤之掌控： 

  改變現行傳統的建築型態： 
 

(1).葉門主要監獄遭攻擊，10 死，受刑人趁亂逃獄55  
葉門首都「沙納」一座主要監獄遭人攻擊，至少造成 10 人死亡，其中包括 7

名員警、3 名民兵，監獄中多名受刑人趁亂逃獄。目前沒有任何團體坦承作案，

不過，過去多年來，葉門一直因為與「凱達組織」有關的武裝份子作亂，而動

盪不安。在葉門的「凱達組織」分支機構是全球最猖獗的一支。 

當地居民 2014 年 2 月 13 日表示，在監獄附近發生多起巨大的爆炸聲，他

們相信這是汽車炸彈攻擊。葉門自從前總統「沙勒」在 2012 年離職後，政府就

處於權力真空狀態，而「阿拉伯半島凱達組織」趁機作亂。去年 12 月葉門國防

部就遭到武裝民兵攻擊，造成 50 多人死亡、160 多人受傷，多名外籍人士遭劫

                                           
55 中廣新聞網 2014 年 2 月 14 日

http://tw.news.yahoo.com/%E8%91%89%E9%96%80%E4%B8%BB%E8%A6%81%E7%9B%A3%E7%8D%84%
E9%81%AD%E6%94%BB%E6%93%8A-10%E6%AD%BB-%E5%8F%97%E5%88%91%E4%BA%BA%E8%B6
%81%E4%BA%82%E9%80%83%E7%8D%84-00532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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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星期三，一名英國人遭到不知名團體綁架，這已是這個月來的第二起類

似案件。 

(2).墨西哥監獄鬥毆七囚死56 
墨西哥北部靠近美國的「塔茅利帕斯」一處監獄（2014 年 2 月 13 日）星期

六晚上犯人鬥毆，有七名犯人被打死。 

墨西哥公安部說，他們正在偵訊參與鬥毆的另外七名犯人。 

「塔茅利帕斯」有兩大幫派，不但在街頭互鬥，關進監獄也繼續爭鬥。 

(3).悍匪闖監獄，殺囚 9 死，墨西哥黑幫扮警，入監尋仇57 
 墨西哥格雷羅州 6 名武裝份子於前天凌晨偽裝成押囚入監的警員，成功矇騙

監獄警衛，進入監獄攻擊囚犯，之後又和警衛槍戰（如圖 17.），共造成 9 死 2

傷。 

警方表示，前天（2014 年 01 月 4 日）6 名武裝份子身穿警察制服，駕駛押

送犯人的卡車至格雷羅州伊瓜拉鎮（Iguala）的監獄，謊稱他們是午夜過後押解

犯人的警員，成功騙過警衛，「他們一進到監獄就馬上攻擊囚犯，之後又攻擊看

守塔上的警衛，造成 4 名囚犯、5 名武裝份子死亡，另外，警衛和武裝份子各 1

人中彈送醫。」  

 

 

 

 

 

 

 

 

（圖 17. 攻擊監獄示意圖） 

                                           
56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10 月 27 日 http://tw.news.yahoo.com/墨西哥監獄鬥毆七囚死-035013102.html 
57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1 月 05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105/35557614/%E6%82%8D%E5%8C%AA%E9%97
%96%E7%9B%A3%E7%8D%84%E6%AE%BA%E5%9B%9A9%E6%A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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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6 名武裝份子假扮警員進入監獄向囚犯開火，之後又轉到看守塔與

警衛交火，共造成 9 死 2 傷。 

不排除是助逃獄；4 名遭攻擊死亡的囚犯分別是因販賣海洛因、綁架及攜帶

非法武器入獄，警方說：「這次攻擊有可能是要幫助囚犯逃獄，或者只是兩個幫

派間的恩怨械鬥，目前仍在調查武裝份子犯案動機。」一名匿名警員表示，武

裝份子持大口徑槍枝。州政府與軍隊已趕至當地恢復監獄秩序，聯邦警力也在

監獄四周部署。  

觀光勝地治安差；格雷羅州有著名觀光勝地亞加普科，曾是美國已故總統

甘迺迪夫婦的蜜月地點，但同時也是墨西哥治安最差的州，去年 2 月還發生 5

名搶匪性侵遊客的慘劇。 

據統計，該州 2012 年有 2310 件謀殺案，2013 年至 11 月也有 1916 件，且

都與毒梟幫派間爭奪地盤有關。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曾指出，2012 年有 101

間人數較多的監獄中，其中 65 間淪為黑幫掌控。  

(4).委內瑞拉監獄暴動六死58 
2013 年 10 月 22 日委內瑞拉亞馬遜州一處監獄暴動，有六人死亡，兩人受

傷。 

亞馬遜州州長說，暴動起因是監獄內部幫派爭奪控制權。囚犯用私藏的槍

械和刀具鬥毆。這處監獄今年已經出過好幾起暴亂，死了十多人。 

目前，委內瑞拉坐監犯人遠遠超過監獄設計容量，囚犯私藏槍支和刀具的

案子屢見不鮮，時有暴動。 

  委內瑞拉監獄囚犯爆衝突，少 16 死59；2013 年 9 月 17 日，委內瑞拉政府今

天表示，委內瑞拉監獄爆發幫派衝突，至少 16 名囚犯被打死；這起最新流血衝

突也凸顯委內瑞拉已過擁擠的監獄刑罰體系。 

政府表示，警衛腐敗瀆職，准許囚犯私運武器入獄，以致獄中多處設施被

囚犯控制。委內瑞拉監獄囚禁的犯人比原先設計多出兩倍，獄中槍戰時有所聞。 

西部馬拉開波市（Maracaibo）的薩巴納塔監獄（Sabaneta），兩幫派犯人今

天爆發暴力衝突，死傷之多超過平常。 

(5).囚犯暴動？埃及警方謀殺？示威被捕，移監釀 36 死60 

                                           
58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10 月 23 日 http://tw.news.yahoo.com/委內瑞拉監獄暴動六死-053117182.html 
59 路透社 2013 年 9 月 18 日 http://tw.news.yahoo.com/委內瑞拉監獄囚犯爆衝突-至少 16 死 
  -031411385.html 
60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8 月 20 日尹德瀚╱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囚犯暴動-埃及警方謀殺-示威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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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連日動盪不斷。埃及警方 2013 年 8 月 18 日移送示威被捕的囚犯時發

生暴動，導致至少 36 名囚犯死亡，根據內政部版本，囚犯在移監途中劫持一名

隨車警衛，警方為營救警衛發射催淚瓦斯，才釀成這起悲劇；但這個版本和媒

體報導有相當出入，「穆斯林兄弟會」更直指，整起事件根本是冷血「暗殺」行

動。 

治安官員說，這波移囚行動係將被捕的示威群眾移送到開羅北方的阿布札

巴爾（Abu Zaabal）監獄，總共約 600 人分乘多輛囚車，其中一輛在接近監獄時

發生暴動，囚犯劫持一名警衛作為人質，並試圖趁亂逃逸。 

內政部先後發布了幾則自相矛盾的聲明，起初說囚犯劫持警衛，之後又說

是民兵攻擊囚車企圖劫囚，導致囚犯被殺；最後說警方為制止囚犯脫逃而使用

催淚瓦斯，結果 36 名囚犯死於窒息和自相踐踏。 

但埃及國營電視台和官方通訊社 MENA 均報導說，囚車在接近阿布札巴爾

監獄時，突然遭到槍手攻擊，安全部隊開火還擊，才造成囚犯死亡。兩個媒體

均未提到囚犯暴動，並稱所有囚犯都是穆兄會成員。但內政部官員說，只有部

分是穆兄會成員。 

穆兄會則駁斥說，這是一起「暗殺」事件，當時囚車完全在閉鎖狀態，子

彈和催淚瓦斯從車窗穿入，導致囚犯死亡。該會隨後更發布英文聲明，指控這

是針對政變（指前總統穆爾西被推翻下台）反對者的蓄意暴力，也是冷血謀殺。 

埃及軍方 14 日起針對要求讓穆爾西復位的示威集會進行血腥鎮壓，連日來

已造成將近千人死亡。穆斯林兄弟會表示，為了擔心遭到私刑和狙擊，該會取

消 18 日的幾場遊行，但其他示威活動仍將持續。  

埃及 36 囚死，潘基文：全面調查61；聯合國祕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 

2013 年 8 月 19 日要求，就 36 名埃及穆斯林主義囚犯死亡一案，展開全面調查。 

潘基文的發言人內瑟基（Martin Nesirky）表示，潘基文對這些囚犯據傳在

被移監到開羅其他設施時死亡深感不安。他要求展開全面調查以釐清全案。 

埃及當局表示，為了解救 1 名遭囚犯劫持為人質的官員，警方對這些將移

監到開羅北部一處監獄的囚犯發射催淚瓦斯，造成 36 名伊斯蘭主義囚犯死亡。 

不過穆斯林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認為警方應該為此負責，指控他

們是遭到謀殺。 

                                                                                                                                            
移監釀 36 死-213000750.html 

61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8 月 20 日作者：吳寧康 http://tw.news.yahoo.com/埃及 36 囚死-潘基文-全面調查
-232300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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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潘基文也對民兵分子 8 月 19 日在西奈半島北部攻擊警車，打死了 25

名警察提出譴責。內瑟基說，潘基文希望能儘速追查出犯案的歹徒並且繩之以

法。 

(6).利比亞班加西監獄暴動，逾千囚犯越獄62 

 
 

 

 

 

 

 

 

（圖 18. 越獄事件發生之前，利比亞人上街抗議米斯馬里遭到暗殺。） 

利比亞東部城市班加西發生大規模犯人越獄事件，大約有 1,200 名囚犯周六

（2013 年 7 月 27 日）凌晨從庫伊菲雅監獄脫逃。 

越獄的囚犯當中，包括少數據信是利比亞前領導人卡扎菲的支持者，他們

被控在該國內戰之後攻擊安全部隊而被判刑入獄。一名安全部隊發言人告訴

BBC 說，已經重新逮捕了一些逃亡的囚犯，但這名發言人沒有說明人數。 

另外有報道說，在越獄事件發生之前，監獄內發生騷亂，還有當地居民衝

進監獄抗議。（如圖 18.）暗殺行動：在越獄事件發生之前，大批利比亞人上街

抗議知名政治活動人士米斯馬里遭到暗殺。 

米斯馬里是一名律師，他是反對穆斯林兄弟會的知名人物，周五他在禮拜

結束離開清真寺的時候遭人開槍打死。 

抗議人群攻擊了班加西的穆斯林兄弟會的辦公室，要求解散政治組織。班

加西是利比亞革命後最動蕩的城市之一，去年美國大使和另外三名美國人就在

那裏被殺。 

                                           
62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7 月 27 日 

BBC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7/130727_libya_mass_jailbrea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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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尼蘇門答臘監獄暴動，30 名犯人趁亂逃獄63 
位於印尼蘇門答臘島北部的魯庫監獄（Labuhan Ruku prison）周日（2013

年 08 月 17 日）傳出暴動，囚犯放火還攻擊獄警，30 名囚犯趁機越獄。 

魯庫監獄並不是高度戒備層級，不過僅可容納 300 名犯人的監獄，卻關了

867 人，目前尚不清楚逃犯因犯下什麼罪入獄，部分逃犯隨後即遭逮捕，警方正

循線緝捕其他逃犯。 

印尼監獄暴動，恐怖分子逃跑64；印尼北蘇門答臘省首府棉蘭 1 座監獄昨晚

（2013 年 08 月 17 日）發生暴動，約有 200 名囚犯在暴動中越獄逃走，其中包

括 15 名恐怖分子，軍警人員正在追捕越獄囚犯。 

印尼多家媒體指出，位於棉蘭（Medan）的丹絨監獄（Tanjung Gusta）監禁

數百名囚犯，其中包括數名判刑定讞的恐怖分子，昨晚有大批囚犯衝破大門越

獄，並縱火焚燒監獄中若干辦公室。 

印尼警方表示，丹絨監獄因斷電停水，引發囚犯暴動，暴動隨後導致監獄

大火。暴亂發生後，數十台消防車已前往事發地點滅火，期間曾傳出爆炸聲響，

至少有 500 名警察和士兵在現場進行調查並追捕越獄囚犯。 

蘇門答臘警方主管蘇塔門（Sutarman）今天表示，警方已逮捕 55 名越獄囚

犯，目前正在確認越獄囚犯確切人數。 

當地警方估計昨晚有 200 名囚犯越獄，其中包括 15 名恐怖分子。不過，在

這場越獄騷亂後，警方目前仍未收到傷亡人數報告由於越獄囚犯中有 15 名恐怖

分子，印尼反恐特遣隊已保持高度警戒。 

在這起越獄事件發生前，丹絨監獄共監禁 2599 名囚犯，其中有 22 名恐怖

分子。2004 年 12 月，這座監獄也曾發生越獄事件，當時有 31 名囚犯翻牆逃跑。   

印尼監獄暴動，百餘人越獄65；印尼蘇門答臘棉蘭市的「丹絨谷斯塔」監獄，

2013 年 7 月十一日下午發生暴動，囚犯縱火、奪槍、劫持警衛作為人質，混亂

中造成五人死亡，一百多人越獄逃之夭夭，包括十四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 

軍警 2013 年 7 月十二日派出大批人力重新掌控監獄，當局則持續搜捕在逃

囚犯。 

目擊者表示，2013 年 7 月十一日監獄內一度傳出爆炸聲和槍響，監獄上空

                                           
63 蘋果日報 2013 年 08 月 18 日綜合報導 
64 中央社 2013 年 7 月 12 日 http://tw.news.yahoo.com/印尼監獄暴動-恐怖分子逃跑-035949803.html 
65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7 月 13 日尹德瀚╱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印尼監獄暴動-百餘人越獄

-213000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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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漫著橙色火焰和濃煙。國家警政總署發言人宋疋准將表示，情況已獲得控制，

獄中火勢也已撲滅。 

這場暴動起因是監獄斷電導致停水，囚犯們因為無法洗澡和使用衛生間，

開始鼓譟作亂，並且縱火焚燒通往監獄辦公室的門，兩名警衛被活活燒死，另

有三名囚犯喪生，囚犯在霸占辦公室後，將被劫持的警衛釋放。 

暴動發生後，仍有五百名囚犯和警方對峙。囚犯十二日稍早與外面的軍警

談好條件，同意讓二十幾位軍人進入，但拒絕警察入內。一名囚犯說，「我們討

厭警察，他們沒人性，經常毒打我們」。不過，八百名軍警十二日稍後進入獄中，

並未遭到反抗，成功掌控局勢。警方也派出大隊人馬，封鎖棉蘭通往鄰近省分

的道路。 

當局出動上千名軍警連夜搜捕後，現已追捕五十五人回籠，還有一百多人

在逃。丹絨谷斯塔監獄收容十四名遭定罪的恐怖分子，其中九人在十一日脫逃，

但已有五人被抓回來。警方發言人說，這些恐怖分子都和二○○○年，在蘇門

答臘犯下教堂連環爆的聖戰分子托加爾有關。 

這座監獄在二○○四年十二月也曾發生大規模越獄，當時有卅一名囚犯落

跑。 

印尼的監獄大都設施簡陋，且收容人犯數量往往遠超過其容量，丹絨谷斯

塔監獄亦不例外。根據印尼法律與人權部發表的聲明，丹絨谷斯塔監獄設計可

容納一千零五十四名囚犯，但實際收容人數卻高達二千六百人，獄中環境之惡

劣可想而知。 

 

按：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獨居監禁或停止戶外活動，不得有害

於受刑人之身心健康。典獄長、戒護科長及醫務人員對其監禁處所應勤加巡視

之。監禁處所，應有充分之空氣與陽光，由受刑人輪流清掃、撲滅有害蟲類，

保持環境整潔。 

(8).聯合國：囚徒在利比亞普遍受到刑罰虐待66 

 

 

                                           
66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10 月 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0/131002_libya_prision_tort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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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被利比亞武裝拘禁的最知名的囚徒是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 

聯合國 2013 年 10 月 1 日公布報告說；在利比亞監獄中「普遍存在」用刑

和虐待的情況。在利比亞前領導人卡扎菲被推翻兩年後，聯合國估計約 8000 人

因為涉及 2011 年的衝突在監獄中被關押，其中大批人沒有經過司法審判程序。 

根據聯合國在利比亞的代表的記錄，在 2011 年下半年以後，已經發生過 27

個被拘禁囚徒被用刑致死事件。不過聯合國報告還說，利比亞政府致力於結束

刑罰。報告認為刑罰和虐待大量存在的原因是因為許多囚徒並非被關押在政府

監獄中，而是被各種武裝組織囚禁。這些人被關押在簡陋的設施中，他們往往

得不到外界關注。 

聯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佈報告說，在利比亞的許多拘禁設施中

存在大量用刑和虐待現象。他們擔心，如果利比亞司法制度不發揮作用制止對

囚徒的虐待和刑罰，這種做法很可能會常態化和制度化。 

聯合國報告具體記錄了許多人在上班途中在街頭被綁架，扣押這些人的武

裝組織沒有對他們的行動做過任何解釋。報告還記錄了這些人被毆打，被用瓶

子和大型彈頭強姦，他們被扔在骯髒的囚室裏挨餓。 

被利比亞武裝拘禁的最知名的囚徒是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如圖 19.），賽

義夫一度被選定為卡扎菲的政治接班人。扣押他的武裝組織一直拒絕把賽義夫

交給利比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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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墨西哥監獄暴動，23 死數十人傷67 
墨西哥警方今天（2008/09/18）表示，墨西哥邊境城市蒂華納（Tijuana）一

座人滿為患的監獄本週爆發暴動，造成 20 多人死亡，數十人受傷。 

一名人權調查員表示，首波暴動發生於 14 日梅薩（La Mesa）監獄家屬會

面時間，當時監獄內一名囚犯明顯是遭獄警執法過當致死。 

14 日的暴動造成 4 名囚犯死亡，而 17 日的另一次暴動則有 19 人喪命。警

方表示，囚犯使用武器，但衝突中沒有獄警罹難。 

下加利福尼亞州（Baja California）人權辦公室調查員沙托（Carmen Salto）

表示：「囚犯利用家屬會面時間開始暴動。他們到放置鐵鏟的地方，拾起斧頭劈

牆，並用打火機燒席墊。」 

這座監獄僅能容納約 3000 人，現在卻塞了 8000 多人，犯人家屬表示，監

獄情況很淒慘。 

下加利福尼亞州長奧蘇納（Jose Osuna）在記者會上說，當局已掌控局勢，

並把 00 名危險犯人移監至他處。 

 (10).巴西聖保羅市東區少年感化院，2013.08.12 發生暴動68 
 巴西聖保羅市東區少年感化院今天發生暴動，59 名少年逃離感化院。聖保羅

東區少年感化院共有 103 名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青少年在院接受感化教育，今天

（2013.08.12）下午發生暴動後，59 人逃離感化院。 

感化院少年挾持 29 名工作人員為人質，感化院院長頭部被利器割傷，背部

多處瘀傷。風紀委員會將調查暴動原因。 

今天稍早，聖保羅市西區少年感化院也發生暴動，12 人被挾持為人質，起

因是感化院少年企圖逃跑未遂，於是縱火焚燒桌椅和床墊。西區少年感化院可

容納 150 人，目前有 100 名少年在院接受管訓。 

(11).宏都拉斯監獄爆衝突，3 受刑人亡69 
 我國在中美洲的邦交國宏都拉斯，有一所關著三千多人的監獄 2013-08-04

發生暴動，受刑人相互攻擊，導致了 3 人死亡，15 人受傷。現在當局已經派出

大批軍警進入鎮壓，總統並下令，以後監獄必須以軍事化管理。這個被聯合國

列為最多謀殺犯罪的國家，急待全面整頓治安。  

                                           
67 中央社（翻譯）路透墨西哥市 18 日電 2008/09/19 
68 中央社記者唐雅陵聖保羅 12 日專電 2013. 08. 13. Yahoo!奇摩新聞 
69 聯合新聞網 2013-08-05 陳美文 /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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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砍死英軍嫌疑人，稱獄中遇襲70  
 

 

 

 

 

 

 

 

 

 

（圖 20. 砍死英軍芮格比） 

倫敦街頭 1 名英軍遭伊斯蘭分子殘暴砍死案，兩名主要嫌疑人之一據稱在

獄中遭到攻擊，英國警方已展開調查。英國媒體報導，嫌疑人之一、28 歲阿巴

拉荷（MichaelAdebolajo），在昨天的騷動中遭打掉兩顆前齒。 

獄方發言人說：「警方正在調查昨天發生在貝爾馬什（HMPBelmarsh）監獄

的事件。」阿巴拉荷與同案被控人、22 歲的艾迪波瓦爾（MichaelAdebowale）

預計在 11 月受審。 

今年（2013 年）5 月 22 日，這兩人大白天在烏爾威治（Woolwich）街頭拿

刀活活砍死英軍芮格比（FusilierLee Rigby）（如圖 20.），砍死人後，阿巴拉荷還

對路人大談伊斯蘭教義。   

 

 

 

 

                                           
70 法新社 2013 年 7 月 19 日譯者：中央社陳怡君 http://tw.news.yahoo.com/砍死英軍嫌疑人-稱獄中遇襲

-060502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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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墨西哥落網大毒梟，獄中求保護71 

 

 
 

 

 

 

 

（圖 21. 墨落網大毒梟獄中求保護） 

法院官員今天（2013 年 7 月 17 日）表示，遭逮捕的墨西哥「齊塔斯」（Zetas）

販毒集團首腦崔維諾（如圖 21.）申請法律保護，宣稱自己在監禁期間可能會遭

受酷刑與隔離。 

一名消息來源說，1 名探訪崔維諾（Miguel AngelTrevino）的法院官員判定，

崔維諾沒有理由申訴，法官可能在接下來幾天就會駁回他的申請。 

墨國陸戰隊 15 日在東北部的破曉前行動逮捕崔維諾， 別名「Z40」的崔維

諾自此羈押在墨西哥市聯邦檢察總長辦公室的 1 處監獄。官員說，崔維諾對檢

察總長辦公室提出 4 項申訴，聲稱他「可能遭到虐待或隔離」。崔維諾遭控酷刑

與謀殺罪。 

官員並說，不過探視他的法院官員發現，「沒有隔離或虐待的情形，也沒有

發生上述問題的風險」。 

 (14).巴西監獄暴動縱火 6 死72 
巴西當局今天（2014/04/08）說，貝倫 1 所監獄發生暴動縱火，造成 6 名囚

犯喪生，27 人受傷，至今仍有 5 人在醫院燒燙傷部門救治。 

監獄官員說，這起事件昨天下午發生在巴拉州（Para）貝倫（Belem）的 1

所監獄中。 

                                           
71 法新社 2013 年 7 月 18 日譯者：中央社陳怡君 http://tw.news.yahoo.com/墨落網大毒梟-獄中求保護

-075005853.html 
72 中央社/2014/04/09/巴西利亞 9 日綜合外電報導，全文網址：巴西監獄暴動縱火 6 死 | 國際萬象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602946.shtml#ixzz2yRD0Oh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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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拉州獄政系統說，參與暴動的囚犯在 32 人的囚室中焚燒床墊，「火勢最

後延燒整個囚室」，裡面的囚犯無處可逃。 

5 名囚犯死在囚室內，第 6 名受害者今天清晨在醫院死亡。另有 5 人在醫院

的燒燙傷部門接受治療。共有 27 人受傷，但多數在監獄就地治療。 

(15).美國加州逾萬名監獄囚，犯絕食抗議73 
美國加州獄政當局今天（2013 年 7 月 11 日）警告上萬名絕食抗議的囚犯，

他們可能因非法「大規模騷動」遭受懲戒。獄政當局也證實，超過 1 萬 2000 名

囚犯過去 3 天中連續 9 餐沒有進食。 

絕食囚犯也拒絕被指派的勞動工作，他們是在抗議加州不人道的單獨禁閉

作法，包括把囚犯單獨關在隔離囚室一天多達 23 個小時。 

這項抗議活動自 8 日起在 20 多個監獄展開，根據「洛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這是加州史上最大規模的監獄絕食抗議，人數幾乎是 2011 年一場參

與人數最多達 6500 人抗議活動的兩倍。 

州獄政官員在回應這項抗議的聲明中說：「參與大規模騷動，拒絕接受獄

方指派的勞動，都違反州法律，參與的獄囚將受到懲戒。」 

 (16).後藤真希胞弟爆日本監獄黑暗內幕，遭大哥逼吞蟲吃精液拌飯74 
前早安少女組成員後藤真希從團體退出後星途就不甚順遂，前後遭遇胞弟

入獄、母親墜樓身亡等不幸，而她的弟弟後藤裕樹日前服刑結束出獄，出版自

傳爆料監獄黑暗生活，打算以此為契機重新做人。 

後藤祐樹今年 26 歲，過去曾組成偶像團體「EE JUMP」活動，因為是後藤

真希的弟弟而引起一陣話題，但因愛玩不斷闖禍，2002 年就被逐出演藝圈，2007

年因強盜及傷害罪被判刑 5 年 6 個月。2012 年 10 月出獄後，日前（2013 年 5

月 31 日）出版自傳，大爆獄中內幕及黑暗生活。他在書中稱因曾當過藝人，所

以一入獄就被大哥盯上，同房老大不斷威脅「要上他」並暴力相向外，還強迫

他吞蟲，甚至吃下淋上精液的白飯。 

服刑的痛苦讓後藤祐樹不堪回首，他透露當時因獄方會檢查信件，因此不

敢寫信訴苦，痛苦得幾乎快瘋掉，還罹患憂鬱症和幽閉恐懼症。終於擺脫地獄

般的監獄生活，他表示今後將為了妻小重新做人，不想再體驗非人生活。 

                                           
73 路透社 2013 年 7 月 12 日 http://tw.news.yahoo.com/加州逾萬名監獄囚犯絕食抗議-111210850.html 
74 ETtoday 2013 年 6 月 1 日 http://tw.news.yahoo.com/後藤真希胞弟爆監獄黑暗內幕-遭大哥逼吞蟲吃精液拌飯

-074600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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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印度輪暴犯送醫，獄方否認下毒75 
印度輪暴案 1 名被告據報遭獄友毒打命危；辯護律師並指控獄方下毒。醫

院表示，被告症狀類似傷寒，今天進行骨髓檢測以判定有無血液方面疾病。獄

方則否認指控。 

本案共犯健身房教練維奈（Vinay Sharma）的辦護律師辛赫（A.P.Singh）昨

天表示，維奈遭提哈監獄（Tihar Jail）獄友毒打而胸部受傷送醫，狀況危急；獄

方還在食物中下毒，造成被告慢性中毒而吐血。 

此間日報今天（2013.05.16）引述德里巿政府衛生局局長瓦利亞（A.K. Walia）

報導，維奈已持續發燒 8 到 10 天，有可能是病毒或細菌感染所致。負責救治的

新德里公立洛克納亞克醫院（Lok Nayak Hospital）今天將為維奈進行骨髓檢測，

以判定有無血液失調等病症。 

提哈監獄發言人古普塔（Sunil Gupta）否認在食物中下毒。他表示，監獄附

設診所的醫生發現維奈發燒後，先將他送到烏帕德希雅醫院（ Deen 

DayalUpadhyay Hospital），那家醫院不是專科醫院，醫生無法判定發燒原因，因

此前天又將他轉送洛克納亞克醫院。 

洛克納亞克醫院表示，維奈發高燒，血液方面的參數有點小問題，已為他

排定進行更多檢查。醫生否認維奈吐血和胸痛，強調報告出爐後就可判斷發燒

原因，並表示他目前的症狀類似傷寒。 

(18).墨西哥監獄暴動 13 死 65 傷76 
墨西哥地方官員表示，中部聖路易波多西州 2014/8/27 日發生監獄暴動，造

成 13 人死亡、約 65 人受傷。 

官員表示，聖路易波多西州市拉匹拉監獄 27 日拂曉前發生暴動，警方已經

在上午控制住情勢。聖路易波多西州獄政首長托瓦說，至少有 100 名囚犯參與

暴動。她表示，一群幫派分子騷擾並劫掠其他受刑人，所以造成這起暴動。 

聖路易波多西州官員透過社群媒體表示，有 13 人在暴動中死亡，約 65 人

受傷。他們並未詳細說明傷亡者是否全都是囚犯。托瓦說，囚犯以尖銳物體或

其他物品充當武器，以致鬧出人命。 

尚不清楚這起暴力和販毒集團是否有關。 

                                           
75 中央社 2013.05.16╱新德里 16 日專電 http://udn.com/NEWS/WORLD/WOR4/7901731.shtml 
76 世界日報╱編譯中心綜合 27 日電全文網址: 墨西哥監獄暴動 13 死 65 傷 | 國際焦點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7861300.shtml#ixzz2SCLUeo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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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生活條件太惡劣，巴西監獄暴動77 
巴西南部的卡斯卡韋爾監獄 2014/08/24 日清晨發生大規模暴動，上千名囚

犯趁著獄卒休息放飯時奪門而出，放火燒監獄，至今仍未平息。據悉，多數犯

人因不滿過度監獄內擁擠、生活環境惡劣，因而群起抗議，其中不乏黑道尋仇

的情形，造成 3 名受刑人遭斬首。 

《半島電視台》報導，卡斯卡韋爾監獄 24 日清晨發生暴動，其中一群囚犯

爬上屋頂，挾持 2 名獄卒，並殺死 4 名囚犯，將其中 3 人斬首。據當地媒體報

導，大多數犯人因不滿生活環境而群起暴動，但有部分的犯人因內部幫派恩怨

而自相殘殺，但遭挾持的獄卒也被施暴、脅迫，甚至將砍下的頭顱放在獄卒眼

前，對他們進行精神虐待。 

BBC 指出，巴西目前有超過 50 萬名受刑人，被關押在僅能容納 30 萬人的

空間。2010 年巴西監獄人口「超載」比例達 66%，某些監獄關押的犯人甚至是

可收容量的 3 倍，以致囚犯必須輪流睡覺。不僅獄中食品安全和衛生環境堪慮，

也缺乏充足的醫療資源，雖巴西法律規定，每名囚犯在監獄的活動空間至少應

有 6 平方公尺，但有的囚犯卻只有不到 1 平方公尺的空間，不只違憲，還導致

囚犯身體及心理的折磨。在這種情況下，多數監獄自成一股新秩序，如卡斯卡

韋爾監獄內自 1990 年代就形成黑道組織「PCC」，專門劃分資源，掌握監獄內的

毒品與菸酒流向，卻往往也是引起暴亂導火線。根據司法部門發言人指出，卡

斯卡韋爾監獄目前關押 1140 名囚犯，有 60%的設施都已受到囚犯掌控。 

巴西司法部門的報告指出，光是 2012 年巴西聖路易斯單一監獄內的暴動、

黑道尋仇、受刑人衝突就造成 59 人死亡。2013 年 12 月巴西巴丁亞斯的監獄幫

派鬥毆共造成 18 人死亡、5 位獄卒遭挾持，在 10 月份也有 13 人死於監獄內幫

派暴力。其中不乏多起強暴、虐待事件，甚至有探監女性被迫與監獄幫派首領

發生性關係，以換取獄中親屬的性命。聯合國人權委員會建議巴西監獄提供公

共辯護的服務，給予囚犯司法幫助，包括申請假釋和緩刑等，以紓解牢房內人

滿為患的問題，並加速違反人權檢舉案件的調查。 

 

按：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63 條；受刑人主副食之營養，應足敷其保健

需要，品質須合衛生標準，適時調製，按時進餐；並備足供受刑人飲用及使用

之水。監獄應有農牧設施，供受刑人副食之需要。 

                                           
77 台灣醒報╱記者方家敏╱台北報導 2014/08/25http://udn.com/NEWS/WORLD/WOR4/88939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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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印度輪暴被告：遭囚犯打斷右臂78 
印度巴士輪暴案被告之 1 健身房教練維奈向法庭指控，其他囚犯為不讓他

參加求職考試，對他粗暴攻擊，導致右臂骨折。 

前天向速審法庭法官肯納（Yogesh Khanna）聲請暫時保釋，以便參加空軍

明天職員招募考試的維奈（Vinay Sharma），昨天出庭時右臂裹石膏吊繃帶說，

提哈監獄（Tihar Jail）其他囚犯奚落他的應考計畫，前晚還對他一陣毒打，導致

骨折。 

「印度快報」（The Indian Express）今天（2013 年 4 月 6）日報導，維奈昨

天告訴法官，1 名囚犯前晚跟他說，「你想寫考卷、想去空軍工作，我們現在就

教你怎麼寫考卷」。他說，對方一幫人接下來開始猛打他右臂，直到他痛到倒下

才住手。 

維奈辯護律師辛赫（A.P. Singh）代表當事人對法庭說，「現在就殺了我，不

要把我送回提哈監獄，我好害怕」。 

但「印度時報」（The Times of India）今天報導，獄方否認指控，強調維奈

「自己跌傷」。發言人古普塔（Sunil Gupta）說，維奈前晚 7 時被送往烏帕德希

雅醫院（Deen Dayal Upadhyay Hospital），晚間 10 時送回，「他告訴醫生是自己

跌倒，監視器畫面顯示沒人打他」。 

報導說，維奈前往潘特醫院（G.B. Pant Hospital）後續治療。這家醫院提供

法庭的驗傷報告顯示，維奈「因跌倒而骨折」。 

因右臂骨折，維奈幾乎可確定明天無法應試。法庭諭令獄方對 4 名被告提

供「進一步安全保障」，肯納並裁示關押維奈的 7 舍負責人今天出庭解釋。 

本案主嫌巴士駕駛芮姆（Ram Singh）3 月 11 日被發現在 3 舍上吊身亡，驗

屍報告顯示他「自殺」。共犯巴士服務員泰克（Akshay Thakur）前天也向法庭表

示，獄卒多次威脅要殺害他。 

(21).武裝分子闖印尼監獄，殺 4 囚79 
印尼爪哇島日惹市一座監獄 2013 年 3 月 23 日凌晨驚傳一夥蒙面槍手闖入，

把四名因殺害印尼特種部隊成員入監的囚犯拖出牢房槍殺，接著破壞監視錄影

器後逃離，行動看似訓練有素，犯案過程有如電影情節。 

日惹警察局長沙巴表示，武裝分子約十五人，頭戴面具抵達日惹西邦崗

                                           
78 中央社 2013 年 4 月 6 日 http://tw.news.yahoo.com/印度輪暴被告-遭囚犯打斷右臂-085433057.html 
79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3 月 24 日 http://tw.news.yahoo.com/武裝分子闖印尼監獄-殺 4 囚-213000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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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ongan）監獄，向獄卒宣稱他們是日惹警察總部的警探，奉派前來訊問四

名囚犯。獄卒未採信，武裝分子於是威脅要以手榴彈炸開門，獄卒才予放行。 

武裝分子進入後，要求獄卒透露四名囚犯的牢房所在，起初獄卒拒絕，因

而遭毆打逼供，最後被迫說出牢房位置。武裝分子找到牢房後，脅迫獄警打開

房門，把四名囚犯拖出，立即以自動武器射殺他們。這夥槍手接著破壞監獄監

視器，射傷八名獄卒，隨即揚長而去。 

四名遭射殺的囚犯，被控十九日在日惹一家夜店毆打並刺死一名特種部隊

成員，當時後者試圖勸阻一場鬥毆。四名囚犯中有一人曾任警察。至於這批武

裝分子的身分及行凶動機為何，印尼警方和軍方正在調查中。 

(22).委內瑞拉監獄暴動，至少 54 死80 
委內瑞拉監獄關押人犯嚴重超過負荷，受黑幫控制的監獄暴動時有所聞。

西北部一座監獄在軍方搜索非法武器時發生暴動，造成至少五十四人死亡，但

官方卻責怪媒體渲染導致事態擴大。 

事件發生於巴基西梅托（Barquisimeto）市外的烏里巴納（Uribana）監獄。

獄政部長巴雷拉（Iris Varela）女士說，由於有線報指獄內幫派準備火拼，2013

年 1 月 25 日清早七時，監獄當局在國家衛隊軍人協助下對重刑犯牢房進行突

檢，搜查有否私藏武器，囚犯因而發生暴動，隨即傳出駁火及爆炸聲。 

巴基西梅托中央醫院負責人梅迪納說，法醫至少移出了五十四具屍體，並

有大約九十名傷者接受治療，死者包括一名傳教士和一名軍人。 

獄政部長巴雷拉在人犯家屬紛紛趕往監獄外抗議時，指控反政府的「環球」

（Globovision）電視台和社群網站即時報導，以致事態擴大。 

委內瑞拉監獄以狀況奇差和爆滿惡名遠播，烏里巴納監獄設計容量為八百

五十人，卻關押了二千六百餘名囚犯，反映了全國監獄總設計容量一萬四千人

卻關著約五萬人的不人道狀態。2011 年六月，首都卡拉卡斯東南方的「馬術」

（Rodeo）監獄因幫派槍戰而引發國家衛隊的地毯式搜索，幫派份子隨即挾持一

千四百名人犯與軍方對峙長達廿七天。幫派擁槍自重甚至接管監獄，與貪腐傳

統有直接關連。     

                                           
80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1 月 27 日 http://tw.news.yahoo.com/委內瑞拉監獄暴動-至少 54 死

-213000253.html;_ylt=AvVXbxd53l9jfatqMsgpUn0H42A6;_ylu=X3oDMTMyaDdlbm8yBG1pdANJbmZpbml0ZS
BCcm93c2UgVFcEcGtnAzk0YmJkZGNhLTNhODgtMzQwZi1hOWRhLTI5ZjJhNDMxN2RkNwRwb3MDbDYEc
2VjA21lZGlhaW5maW5pdGVicm93c2VsaXN0;_ylg=X3oDMTNmNzUwY2poBGludGwDdHcEbGFuZwN6aC1o
YW50LXR3BHBzdGFpZANhNTgyZjc3ZC04NjllLTMwNmYtOWVjNC1lZmFhYTViYjRlOGUEcHN0Y2F0A.a
WsOWlhwRwdANzdG9yeXBhZ2UEdGVzdAN0ZXN0X2N5bmxpbg--;_yl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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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委國監獄暴動，全數囚犯移監） 

委國監獄暴動，全數囚犯移監81；委內瑞拉西北部烏里巴納監獄（Uribana jail）

日前發生暴動，造成 58 人死亡另外 120 人受傷，促獄方把囚犯移監至他處，且

在今天重新掌控監獄。 

委國獄政部長瓦瑞拉（Iris Varela）在推特宣布：「已完成烏里巴納囚犯移監

作業，現將展開監獄重建。」（如圖 22.）她說，最後一批囚犯安靜離開，「沒有

任何抵抗」。 

監獄幫派和獄警爆發衝突，獄方花了 2 天才重新掌控拉拉州（Lara）烏里巴

納監獄所有牢房。 

瓦瑞拉 2013 年 1 月 27 日表示，鬧事者及其他囚犯已移往全國各地的監獄。

她之後告訴記者，死亡人數已從 61 人下修至 58 人。 

 

 

 

 

 

 

                                           
81 法新社 2013 年 1 月 28 日 http://tw.news.yahoo.com/委國監獄暴動-全數囚犯移監-045003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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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巴西一名惡男，性侵繼子致死，遭 20 獄友輪姦82 
 

 

 

 

 

 

 

 

（圖 23. 查維爾在獄中被性侵，背上千瘡百孔，臀部血跡斑斑。） 

 

 

 

 

 

 

 

 

（圖 24. 家暴惡男查維爾，性侵、凌虐僅 20 個月大的繼子致死） 

巴西一名家暴惡男查維爾因性侵、凌虐僅 20 個月大的繼子致死，（如圖 24.）

遭判刑入獄，同牢房獄友不齒他的獸行，竟然以暴制暴，20 名大漢對他集體性

侵，查維爾遍體麟傷，慘不忍睹，有網友稱大快人心。 

肛門縫線慘被撕爛；巴西多家新聞網站日前（2014 年 04 月 29 日）公布武

術教練查維爾（Daryell Dickson Meneses Xavier）送醫照片，他背部貼滿紗布，

                                           
82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4 月 30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430/35799753/%E6%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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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褲血跡斑斑，（如圖 23.）顯然是肛門受到重傷。報導指出，查維爾去年涉嫌

家暴、性侵凌虐僅 1 歲 8 個月大的繼子致死，他起初佯稱孩子摔傷，後來才坦

承罪行，因而入獄。  

查維爾一入獄就被其他受刑人「修理」，遭性侵重傷送醫，治癒返回監獄，

又被約 20 名獄友再度性侵。肛門縫線也被撕爛，狀況悽慘。針對這則新聞，不

少網友批查維爾是人渣，該讓他體會繼子的痛苦，但也有人認為在獄中動用私

刑違反法治精神。  

(24).巴西監獄囚犯，挾持逾百名人質83 

 
 

 

 

 

 

 

（圖 25. 巴西監獄囚犯 挾持逾百名人質） 

 

巴西 1 名監獄人員告訴法新社，北部謝吉貝州（Sergipe）1 座監獄的囚犯,2014

年 5 月 17 日挾持 122 名人質；這些人質幾乎都是前往探監的民眾。監獄發言人

米羅（Sandra Melo）表示，在謝吉貝州首府阿拉戈斯（Aracaju）這座監獄遭劫

持的人質，其中包括 4 名獄卒。 

米羅說：「只有監獄裡的一部分區域發生暴動。」米羅表示，暴動發生的原

因不明，但可能與囚犯要求移監有關。她說，獄方已經報警處理，情勢也已降

溫，明天清晨將展開協商，討論釋放人質事宜。 
 

                                           
83 法新社 2014 年 5 月 18 日（譯者：中央社劉文瑜）

https://tw.news.yahoo.com/%E5%B7%B4%E8%A5%BF%E7%9B%A3%E7%8D%84%E5%9B%9A%E7%8A%AF
-%E6%8C%BE%E6%8C%81%E9%80%BE%E7%99%BE%E5%90%8D%E4%BA%BA%E8%B3%AA-07350423
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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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國刑法第 302 條（剝奪他人行動自由罪）私行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

剝奪人之行動自由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

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25).斯里蘭卡監獄暴動，27 人喪生84 
斯里蘭卡監獄暴動 27 人喪生；官員今天（2012 年 11 月 10 日）表示，斯

里蘭卡爆發近 30 年來最嚴重監獄暴動事件，造成 27 人喪生，數十人受傷逃出。

可倫坡國立醫院（Colombo National Hospital）主管賈辛赫（Anil Jasinghe）表示，

獄方維安人員和暴動人犯在可倫坡威利卡達（Welikada）監獄爆發槍戰，除了現

場死傷，還有多人重傷不治。 

現場軍官昨晚指出，特警隊（Special Task Force）突擊隊員搜查獄中毒品和

走私手機時，爆發暴力衝突。這名要求匿名軍官表示：「部分犯人奪取武器就

攻擊人，但目前情況已完全控制下來。」 

賈辛赫最初說有 16 人遇害，43 名傷者接受治療。還說住院者中有 13 名特

警隊員、4 名軍人及 1 名無辜旁觀民眾。 

不過監獄部長加亞德拉（Chandrasiri Gajadeera）稍後把死亡數字上修至 27。   

(26).英國囚犯跨年夜暴動，放火燒屋85 
英國一座低安全級別監獄今天（2011/01/01）發生暴動，囚犯放火焚燒監獄

大樓。監警工會表示，此事件彰顯政府實施緊縮政策，可能對司法系統帶來的

危機。 

發生暴動的福特男子監獄（Ford men's prison）靠近英格蘭南部的阿倫德爾

（Arundel）。獄方表示，約 40 名犯人在跨年夜午夜爆發暴動。 

囚犯砸碎窗戶，開始放火，迫使獄方人員撤退。12 小時之後，囚犯開始放

火焚燒獄舍，消防人員在獄方的防暴裝備戒護之下，進入監獄救火。 

大約 140 名監獄警衛前往支援，到了晚間，狀況似乎已獲控制。 

監獄事務部長布朗特（Crispin Blunt）表示，暴動起源於獄警懷疑有人偷帶

酒入獄，企圖對囚犯做呼氣檢測。 

獄警工會的弗利曼（Mark Freeman）告訴「天空新聞新聞網」（Sky News）：

                                           
84 法新社 2012 年 11 月 10 日 http://tw.news.yahoo.com/斯里蘭卡監獄暴動-27 人喪生-062002831.html 
85 路透英格蘭阿倫德爾, 2011/01/02 中央社（翻譯）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102/16/2k3t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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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了解到，管理單位想減少在這裡（福特監獄）工作的獄方人員數量。我

認為這起事件赤裸裸地提醒我們，即便開放式監獄也相當危險。」 

(27).美國．墨西哥邊境爆監獄鬥毆 20 死86 
墨西哥塔茅利巴斯州（Tamaulipas）警方表示，鄰近美國邊境的墨國東北方

1 處監獄今天（2011 年 10 月 15 日）爆發鬥毆事件，造成 20 名囚犯死亡，12 名

囚犯受傷。 

塔茅利巴斯州公安祕書處發表聲明：「馬塔摩洛斯（Matamoros）的懲教中

心發生囚犯衝突事件，造成 20 名囚犯身亡，另外 12 人受傷。」 

根據當局，這起鬥毆起於 2 名囚犯，接著情況快速惡化，州以及聯邦警力

皆被派遣至中心恢復秩序。 

這座監獄過去曾發生幾起有名的逃獄事件，其中最大宗發生在 2010 年 3

月，有 41 名犯人逃脫。逃獄已成全州問題。 

去年全境共計有 340 名囚犯逃獄，更傳出監獄內時有衝突事件以及貪腐官

員幫助犯人逃獄等情事。 

(28).墨西哥監獄暴動 23 死數十人傷87 
墨西哥警方今天表示，墨西哥邊境城市蒂華納（Tijuana）一座人滿為患的

監獄本週爆發暴動，造成 20 多人死亡，數十人受傷。 

一名人權調查員表示，首波暴動發生於 14 日梅薩（La Mesa）監獄家屬會

面時間，當時監獄內一名囚犯明顯是遭獄警執法過當致死。 

2008/09/14 日的暴動造成 4 名囚犯死亡，而 17 日的另一次暴動則有 19 人喪

命。警方表示，囚犯使用武器，但衝突中沒有獄警罹難。 

下加利福尼亞州（Baja California）人權辦公室調查員沙托（Carmen Salto）

表示：「囚犯利用家屬會面時間開始暴動。他們到放置鐵鏟的地方，拾起斧頭

劈牆，並用打火機燒席墊。」 

這座監獄僅能容納約 3000 人，現在卻塞了 8000 多人，犯人家屬表示，監

獄情況很淒慘。 

                                           
86 法新社墨西哥市 2011 年 10 月 16 日譯者：中央社徐嘉偉 http://tw.news.yahoo.com/美墨邊境爆監獄鬥毆-20 死

-020503089.html;_ylt=AvP6kEdLbNGIshh375jvVrrCBdF_;_ylu=X3oDMTFvM3N0cGdhBG1pdANJbmZpbml0ZS
BCcm93c2UgVFcEcG9zAzIEc2VjA01lZGlhSW5maW5pdGVCcm93c2VMaXN0;_ylg=X3oDMTJ1cDV0aWszBG
ludGwDdHcEbGFuZwN6aC1oYW50LXR3BHBzdGFpZAM4ZDk5YThiMC02NmUxLTMwM2ItOTRhNC01Mzc2
NzhjZDY3YmYEcHN0Y2F0A.ekvuacgwRwdANzdG9yeXBhZ2U-;_ylv=3 

87 路透墨西哥市 2008/09/19 中央社（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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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利福尼亞州長奧蘇納（Jose Osuna）在記者會上說，當局已掌控局勢，

並把 200 名危險犯人移監至他處。 

墨西哥監獄暴動二十一囚犯活活被燒死 88 ；墨西哥司法官員今天

（2008/09/19）表示，拂曉前爆發的一場監獄暴動引發火災，造成至少二十一名

囚犯命喪火窟。 

未獲證實的媒體報導宣稱，在東北部塔茅利巴斯省雷諾薩的一所監獄發生

暴動，罹難者活生生被燒死。這所監獄共羈押約兩千名囚犯。 

該省檢察長辦公室一名官員告訴法新社，獄方已平息暴動，在清查現場時

發現二十一具焦屍。 

他說：「我們目前不清楚引發暴動的原因，當時數名囚犯放火焚燒關押其

他囚犯的一棟監獄。」 

(29).宏都拉斯監獄大火，至少 357 死89 
我國中美洲友邦宏都拉斯一座監獄 2012 年 2 月 14 日十傳出暴動，隨後發

生大火，火勢延燒整座監獄，造成至少三百五十七人葬身火海，許多受刑人在

牢房內被活活燒死，另有數十人受傷。檢方表示，這是拉丁美洲歷來傷亡最慘

重的監獄火災之一。 

火災發生在十四日晚間十時五十分（台灣時間十五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分），

起火的監獄位於首都德古西加巴以北約七十五公里的科馬亞瓜鎮，獄中囚禁超

過八百五十名受刑人，遠遠超過這座監獄的容納量。警方表示，監獄暴動後發

生火災，許多囚犯因來不及逃生而嗆死，有的則是因為困在牢房內無法逃出，

被活活燒死，另有許多受刑人從監獄屋頂跳樓逃生，之後逃獄。 

獄內傳出槍聲阻礙救援；這場大火傷亡人數目前還無法確認，有報導指一

百多名受刑人趁亂越獄，實際死亡人數並沒有那麼多；另有說法指死亡和失蹤

人數加起來達四百零二人，幾乎是該座監獄的一半。宏國安全部表示，有四百

七十五人逃過一劫。據當地媒體報導，科馬亞瓜鎮消防隊隊長也葬身火窟。 

消防隊發言人說，消防隊員因為沒有牢房鑰匙，又找不到獄警，無法及時

將囚犯救出。另有消防隊員表示，火災發生後，他們因為監獄裡傳出槍聲，無

法入內救人。 

檢指暴動肇禍，獄方否認；檢方表示，火災前監獄發生暴動，但典獄長歐

                                           
88 法新社墨西哥雷諾薩 2008/10/21 
89 自由時報 2012 年 2 月 15 日［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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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拉納否認火災是因暴動而起，「我們有兩個假設，一個是囚犯點火燒床墊，

另一個是電力系統短路引起」，確切起火原因目前仍在調查中。 

心急如焚的受刑人家屬十五日上午包圍監獄，部分家屬還向警方投擲石

塊，試圖衝進監獄取回罹難者遺體。警方對空鳴槍示警，並向女性居多的抗議

家屬發射催淚瓦斯。 

據聯合國統計，宏都拉斯的凶殺案比率在全球居冠90，監獄人滿為患，許多

監獄關押的囚犯甚至高出可容納量的一倍，敵對幫派成員經常在獄中爆發衝

突。幾年前，宏國第二大城、工商重鎮汕埠市（San Pedro Sula）一座監獄也發

生火災，造成一百多名受刑人喪生。生還受刑人後來披露，獄警向試圖逃生的

受刑人開火。 

    

  

 

 

 

 

 

 

（圖 25. 宏都拉斯驚傳監獄大火，358 名囚犯證實罹難） 

宏監獄囚犯縱火，傷亡世紀最慘91；美聯社報導，中美洲國家宏都拉斯官員

今天（2012 年 02 月 17）日證實，1 座囚犯爆滿的監獄慘遭大火吞噬，超過 358

人喪生，是舉世 1 世紀以來死傷最慘重的監獄火災。 

主持調查行動的最高法院法官奧杜內斯（RichardOrdonez）說，這座失火監

獄囚禁 856 人，比原先容納量多出 1 倍。監獄位在首都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

以北的科馬亞瓜省（Comayagua）。 

奧杜內斯說，火勢是從關押 105 名受刑人的 1 棟監舍開始延燒開來，後來

只有 4 人生還 （如圖 25.）。約有 115 具屍體被送到德古西加巴的停屍間。這場

                                           
90  NOWnews 2012 年 2 月 16 日 http://tw.news.yahoo.com/宏都拉斯驚傳監獄大火 -358 名囚犯證實罹難

-031920058.html 
91 中央社宏都拉斯科馬亞瓜 2012 年 2 月 17 日譯者：中央社王富民 http://tw.news.yahoo.com/宏監獄囚犯縱火-傷

亡世紀最慘-173214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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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火是由 1 名受刑人縱火而起，熊熊火勢吞沒整座監獄，尖叫求救的囚犯在擁

擠監舍內被活活燒死或嗆死，救難人員則拚命找尋鑰匙以打開牢門。 

曾在監獄任職的地方官員表示，1 名囚犯在火災發生前打電話給她並叫道：

「我要放火燒了這個地方，大家都會同歸於盡！」科馬亞瓜省官員波拉．卡斯

楚（Paola Castro）說，她立即打給紅十字會和消防隊求援。不過消防隊員說，

他們被獄警擋在外面達半小時，獄警還對空鳴槍，認為監獄發生暴動或越獄事

件。 

宏都拉斯 355 囚葬火窟「屍黏鐵條」；獄警怕死，丟了牢房鑰匙就逃92；「救

命！救救我！」中美洲宏都拉斯本周二晚間傳出全球百年來最慘重的監獄大

火，因獄方多重疏失，355 名囚犯葬身火窟。囚犯家屬前天群情激憤，在獄外與

軍警對峙、丟擲石塊，警方對空鳴槍還擊。目前當局已展開罹難者遺體的身分

辨識。 

2012 年 02 月 14 日，周二晚上約 10 時 50 分，位於首都德古斯加巴以北 90

公里的科馬雅瓜（Comayagua）監獄突然冒出火苗，由於牢房內充斥床墊、布料

等易燃物，火勢一發不可收拾，延燒 3 小時後才獲得控制，共奪走 355 名條人

命。期間大批囚犯企圖躲入浴室、水缸逃難，有的跳上屋頂試圖逃脫。 

23 歲倖存者席為拉說：「我被同房牢友的尖叫吵醒，他們已經打破天花板。」

34 歲的康特拉斯說：「大家跑到門口，但沒有人開門，獄警在對空鳴槍，還以

為是暴動。」 

到門口沒人開門；幸運的囚犯攀爬牆壁、打破屋頂，順利逃脫，其他的則

受困牢房活活被燒死，情況彷彿人間煉獄。40 歲的奇卡說：「真的很可怕。我

只看見烈焰。我們出來時許多人貼著鐵條被燒死，屍體跟鐵條黏在一起。」警

衛只顧逃命，把牢房鑰匙丟了就跑。一名同時擔任護士的囚犯拾起鑰匙一一打

開牢門，但為時已晚。媒體報導，其中數十人被燒得面目全非，整座監獄付之

一炬。 

家屬：活活燒死；事實上，這起悲劇原可避免。科馬雅瓜省長卡絲楚聲稱，

一名囚犯在事發前曾打電話給她，揚言要放火燒掉監獄；她隨即致電紅十字會

及消防隊。鄰近的消防隊在 2 分鐘內趕到現場，但卻被拒於監獄大門外至少半

小時，因獄警誤以為一切只是囚犯躁動，持續對空鳴槍，希望壓制囚犯情緒。

等到消防隊員終於進入監獄後，卻因沒有牢房鑰匙，無計可施，「我們無法救

                                           
92 美聯社 2012 年 02 月 17 日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4031011/IssueID/201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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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來，因為沒有鑰匙，也找不到有鑰匙的守衛。」 

前天獄方和搜救人員穿著白色防護衣，從監獄牢房中搬出一具具屍體，家

屬痛哭失聲。69 歲家屬馬迪尼控訴：「我兒子死於窒息。警衛不肯開門，他們

被活活燒死。如果開了門，他們可免一死。」國際專家昨也開始投入辨識罹難

者身分的行列。 

超收逾 300 嫌犯；媒體報導此監獄原設計僅供羈押 500 人，火災時獄中卻

容納 856 名囚犯，嚴重「超載」。據美聯社取得宏國政府內部報告顯示，監獄

羈押的多是尚未遭起訴、亦未被定罪的幫派嫌犯。 

 

全球監獄大火案例： 

★2012/02/14：宏都拉斯科馬雅瓜監獄大火，355 死 

★2010/12/08：智利聖地牙哥聖米吉監獄大火，81 死 

★2005/03/07：多明尼加伊奎監獄因囚犯縱火，136 死 

★2004/05/17：宏都拉斯聖彼得蘇拉監獄，電線短路起火，104 死 

★2003/04/05：宏都拉斯賽巴附近的農場監獄暴動，囚犯縱火，86 死 

★1994/01/03：委內瑞拉沙布內塔監獄大火，108 死 

★1930/04/21：美國俄亥俄州監獄鷹架起火 322 死，是美國最嚴重監獄火災 

資料來源：美聯社 

 

宏國監獄爆惡火，總統矢言徹查93；宏都拉斯總統羅柏（PorfirioLobo）矢言

將對監獄大火展開「全面且透明」的調查。宏國科馬亞瓜（Comayagua）監獄前

天（2012 年 02 月 14 日）深夜爆發大火，造成逾 350 名囚犯喪生。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羅柏同時下令，在調查這起「令人無法接受」

的悲劇期間，地方與中央級監獄官員將遭停職。 

眾多囚犯在牢裡嗆死或遭活活燒死；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表示，

這起慘劇是宏都拉斯監獄長期過度擁擠所致。 

人權觀察同時譴責宏都拉斯監獄環境惡劣，並呼籲宏國全面革新監獄制

度。宏國檢察總長辦公室說，火災造成 357 人死亡。這座失火監獄位於首都德

古西加巴（Tegucigalpa）以北約 75 公里的科馬亞瓜（Comayagua）。電台報導

說，死亡和失蹤者共計 402 人，幾乎占監獄受刑人的一半。 

                                           
93 中央社 2012 年 2 月 17 日 http://tw.news.yahoo.com/宏國監獄爆惡火-總統矢言徹查-161019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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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軍警和焦急的家屬在這座監獄外圍爆發衝突。電視台畫面顯示，家屬

一邊等候音訊，一邊啜泣並開始推擠鐵網圍欄。部分家屬朝警方丟擲石塊，並

想闖進監獄，警方則對空鳴槍和發射催淚瓦斯。這些抗議家屬多半是婦女。 

科馬亞瓜法醫單位主管瑪德（Lucy Marder）說，警方通報有 1 名在監獄過

夜的女子喪命，其他死者都是受刑人，但瑪德說，被推定死亡的 357 人當中，

可能有些人逃獄。地方媒體報導，科馬亞瓜消防部門主管葬身火海。 

這是拉丁美洲歷來最嚴重的監獄大火之一。地方電台報導，許多犯人困在

牢房內活活燒死。1 名受刑人告訴記者：「我們聽見著火的人慘叫，不得不推開

天花板逃離火場。」這名犯人也給記者看逃離時骨折的手指。 

聯合國表示，宏都拉斯凶殺率全球最高，監獄人滿為患，而且經常發生暴

亂以及敵對幫派成員間的衝突。 

(30).委內瑞拉監獄暴動，獄警被劫為人質94 
委內瑞拉西部一座監獄發生騷亂，造成八名犯人死亡，兩名獄警被劫持為

人質，目前當局正試圖與犯人談判。 

這起監獄騷亂肇因於獄中兩個敵對幫派衝突，在獄方同意將其中一個幫派

的犯人移往另一座監獄之後，犯人釋放了其中兩名被劫持的警衛，但還有兩人

仍被犯人挾持。 

委內瑞拉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由來已久，監獄犯人因此一再發生騷亂暴動。

此外，監獄管理鬆散，犯人在獄中仍可輕易取得毒品及武器。因此獄政問題遲

遲無法根本解決。 

(31).美國．墨西哥邊境爆監獄鬥毆 20 死95 
墨西哥塔茅利巴斯州（Tamaulipas）警方 2011 年 11 月 3 日表示，鄰近美國

邊境的墨國東北方 1 處監獄今天爆發鬥毆事件，造成 20 名囚犯死亡，12 名囚犯

受傷。塔茅利巴斯州公安祕書處發表聲明：「馬塔摩洛斯（Matamoros）的懲教

中心發生囚犯衝突事件，造成 20 名囚犯身亡，另外 12 人受傷。」 

根據當局，這起鬥毆起於 2 名囚犯，接著情況快速惡化，州以及聯邦警力

皆被派遣至中心恢復秩序。這座監獄過去曾發生幾起有名的逃獄事件，其中最

大宗發生在 2010 年 3 月，有 41 名犯人逃脫。逃獄已成全州問題。 

去年全境共計有 340 名囚犯逃獄，更傳出監獄內時有衝突事件以及貪腐官

                                           
94 中廣 2011 年 11 月 4 日 http://tw.news.yahoo.com/委內瑞拉監獄暴動-獄警被劫為人質-000218203.html 
95 法新社墨西哥市 2011 年 10 月 16 日（譯者：中央社徐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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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幫助犯人逃獄等情事。 

(32).英國監獄，囚犯跨年夜暴動，放火燒屋96 
英國一座低安全級別監獄今天（2011/01/01）發生暴動，囚犯放火焚燒監獄

大樓。監卒工會表示，此事件彰顯政府實施緊縮政策，可能對司法系統帶來的

危機。發生暴動的福特男子監獄（Ford men's prison）靠近英格蘭南部的阿倫德

爾（Arundel）。獄方表示，約 40 名犯人在跨年夜午夜爆發暴動。囚犯砸碎窗戶，

開始放火，迫使獄方人員撤退。12 小時之後，囚犯開始放火焚燒獄舍，消防人

員在獄方的防暴裝備戒護之下，進入監獄救火。大約 140 名監獄警衛前往支援，

到了晚間，狀況似乎已獲控制。 

監獄事務部長布朗特（Crispin Blunt）表示，暴動起源於獄卒懷疑有人偷帶

酒入獄，企圖對囚犯做呼氣檢測。獄卒工會的弗利曼（Mark Freeman）告訴「天

空新聞新聞網」（Sky News）：「我們了解到，管理單位想減少在這裡（福特

監獄）工作的獄方人員數量。我認為這起事件赤裸裸地提醒我們，即便開放式

監獄也相當危險。」 

(33).美國監獄，辛普森遭性侵，獄中聘保鑣97 
殺妻案 20 年，病痛纏身淪攻擊目標；辛普森現已暴肥老邁，甚至成為獄中

囚犯攻擊對象。 

美式足球前明星球員 OJ，辛普森當年喧騰一時的殺妻案已滿 20 年，現年

66 歲的他因搶劫與綁架罪繫獄，病痛纏身不堪一擊，據傳已成其他囚犯攻擊對

象，甚至遭性侵。但他因出了幾本暢銷書，有豐厚版稅進帳，於是 2014 年 6 月

僱一名大塊頭獄友當保鑣，貼身保護他。 

辛普森（OJ Simpson）在拉斯維加斯飯店搶劫與綁架，2008 年被判刑 33 年，

關在內華達州監獄。去年他聲請假釋成功，預計 2017 年出獄。英國《每日郵報》

2014 年 06 月 15 日引述其友人的說法指，辛普森入獄時，囚犯中有不少長年看

他打球的粉絲，讓他受到「有如貴族般」待遇。但偶像狂熱褪去，特殊待遇也

消失。他將獲假釋傳出後，部分囚犯不斷騷擾他，希望撈到好處，甚至攻擊。  

辛普森紅極一時，曾登《滾石》雜誌封面。「很有魅力」被施暴在辛普森

殺妻案中，同樣遇害的 25 歲男子高德曼，其父朗高德曼（RonGoldman）長年關

                                           
96 路透英格蘭阿倫德爾奇摩新聞 2011/01/02 中央社（翻譯）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102/16/2k3t5.html 
97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6 月 16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616/35896916/%E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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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辛普森的動態。他聽說辛普森在獄中被攻擊，一次是被獄友痛毆胸部；另一

次「有囚犯覺得他很有魅力」而對他施暴。內華達州檢察官辦公室已向他證實

前者，對於後者不肯答覆，但暗示「就是你認為的那樣」。  

曾 6 度打進超級盃；辛普森高血壓與糖尿病纏身，膝蓋因早年運動傷害嚴

重，舉步維艱，但他戒不掉嗜吃甜食習慣，體重是一大負荷。有看他不順眼的

囚犯以讓他下跪為目標，迫使他僱用 44 歲獄友哈特維爾（Willie Hartwell）保護，

還答應假釋出獄後會每月匯錢，甚至再僱他為保鑣。辛普森曾打過 6 屆美式足

球超級盃，1985 年登上職業美式足球名人堂。  

辛普森小檔案： 

◎本名：Orenthal James Simpson 

◎年齡：66 歲，1947/07/09 出生 

◎經歷：美式足球明星球員、球評、演員 

◎主要官司： 

．1994 年被控殺害前妻妮可布朗及其友人高德曼，翌年被判謀殺罪不成立 

．1997 年被判要負民事責任，須賠償妮可與高德曼家屬約 10 億元台幣 

．2007 年在拉斯維加斯飯店涉搶劫及綁架罪，翌年被判刑 33 年 

   資料來源：《蘋果》資料室  

(34).澳洲戒護等級最高監獄，發生爆炸98 
 
 
 

 

 

 

 

       

 

（圖 26. 消防車迅速到場支援。翻攝自《澳洲新聞網》） 

位在澳洲維多利亞省的巴旺監獄（Barwon Prison）（如圖 27.），當地時間

周五（2014 年 07 月 4 日）下午突然發生爆炸，巴旺監獄是當地戒護等級最高的

                                           
98 蘋果日報（於慶中／綜合外電報導）2014 年 07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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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裡面關的都是罪行最重大的犯人，獄方表示，爆炸的規模不大，並未造

成硬體的毀損，但仍緊急疏散受刑人與工作人員。根據《先鋒太陽報》報導，

爆炸發生在下午約 1 時，當時獄方正在搜索一間沒有住人的囚室，疑似因為「移

動」了舍房內某個物品，立刻引發爆炸，隨即觸動警報系統，消防車與救護車

相繼趕到（如圖 26.），但現場並未有人員受傷。獄方初步調查已排除外部攻擊

造成的可能性，目前被當作單一事件處理，當地警方也已介入偵辦。 

 

 

 

 

 

 

 

（圖 27. 巴旺監獄的空拍圖。翻攝自《澳洲新聞網》） 

按：我國刑法第 173 條（放火或失火燒燬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放火燒燬

現供人使用之住宅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 、礦坑、火車、電車或其他供水、

陸、空公眾運輸之舟、車、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失火

燒燬前項之物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金。第一項之未

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

罰金。 

 

按：我國「監獄行刑法」第一條：「徙刑、拘役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悔向

上，適 於社會生活為目的。」 

(1). 改悔向上：是受刑人「內在性格」的改善（生、心理因素），指監執行

自由刑（徒刑、拘役）時，應運用強制性矯正教育之手段，如強制作業、

強制教化、戒護、行為教育之賞罰等。以矯正受刑人使其身心健全，內

心改悔。 

(2). 適於社會生活：係指外在環境之調整。其具體規定，依行刑累進處遇條

例施行細則第 56 條之規定，係指出監後有适當之職業。出監後須有謀生

之技能。 

出監後須有固定之住 所或居所。監後社會對其無不良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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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他殺人成癮，入監後竟還想殺獄友99 
他殺人成癮，坐牢還告訴警察他可能會殺死其他獄友。 

據 2014.11.04 媒體《鏡報》報導；巴西一名 26 歲男子 Tiago Rocha，（如圖

27. 之 1）殺害了一名年僅 14 歲的女孩，警方於上周將他逮捕到案，問訊後他

承認犯下 39 起的謀殺事件，但他也坦承他無法克制殺人的慾望，才會屢次犯行，

訊後被羈押，令人震驚的是，他竟要求警方要好好的看守他，因為他閒來無事

就會想殺人（如圖 27.之 2）。 

報導指出，Tiago 已經逃亡四年，他表示他性侵鄰居女孩後再將她殘忍殺

害，而他也提到一開始犯案都是騎著機車在街上隨機「獵物」，目標通常都是街

友及變裝癖者，今年開始才將目標轉為年輕女性，而最後一個受害者是名年僅

14 歲的女孩，上周 12 日一名酒吧工作人員幸運地從他的「魔掌」逃脫，報警逮

人，警方這才順利將他逮捕到案。 

據了解，Tiago 的作案手法就是製造混亂，在扣下板機後，會立刻大喊「搶

劫」，引發騷動然後趁機逃逸，所以警方對於他所承認的 39 起謀殺案並不覺得

訝異，因為他的確是有這個「可能」辦到。在獄中，警方持續監視他，日前他

試圖自殺未遂，警方認為他可能對自己的作為感到灰心，而有自殺的傾向。 

假若審理後確定 Tiago 真的犯下 39 起謀殺案，他將會名列世界最恐怖的連

續殺人魔之一，目前排行紀錄為首的是哥倫比亞的 Luis Garavito，他原先預計要

在街上殺害 400 名孩童，但經調查後實為 138 名孩童。 
 

 

 

 

 

 

 

 

圖 27. 之 1 擷自 Mirror 鏡報 

                                           
99 聯合新聞網╱特約記者林雍琁／2014.10.22 綜合報導 http://udn.com/NEWS/WORLD/WOR7/90160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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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之 2 擷自 Mirror 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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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容人教化篇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犯罪矯正」一詞，包含兩種定義> 

 （A）.「改善」之意： 

  對於判決確定入獄服刑之受刑人，藉由矯正機關擬訂之矯治處遇計畫，根據

社會需求來改善犯罪人之反社會性人格。  

 （B）.「監控」之意：  

  對於還在偵查或起訴中尚未判決確定之被告，基於訴訟進行順利之目的，進

行監視、控制，諸如看守所之被告、毒品犯之觀察勒戒以及交保在外之被告，也

都是「矯正」之對象 

(1).中共南京監獄設發泄室，犯人可用表情符號說心情100 
高牆、電網、鐵門、哨兵……影視作品中呈現的鏡頭，讓監獄這兩個字充

滿了神秘感。很多人想知道，江蘇的監獄里，到底是什麼樣子？2014 年 3 月 31

日，江蘇省監獄管理局首次舉辦“媒體．網友看監獄＂活動，邀請包括揚子晚

報記者在內的數十名網友代表和媒體工作者，探訪南京監獄和南京女子監獄，

接受社會監督，徵求公眾意見。 

首次參觀的 7 名網友提出了很多尖銳問題，比如有沒有牢頭獄霸，有沒有

“躲貓貓＂，監獄方面進行了詳細回應。 

想要進監區，至少要過四道崗，2014 年 3 月 31 日下午，揚子晚報記者和 7

名網友，走進南京監獄和南京女子監獄。高牆、電網、鐵門、哨兵護衛下的監

獄守衛森嚴，如果沒有批准，出去簡直難如登天。 

在監獄工作人員的帶領下，記者和網友們通過了監獄外大門。想進入監區

探訪，必須先過監獄內第一道大鐵門。核對身份後，監獄方面在大鐵門外給每

人發了張出入證，但要深入到監區探訪，必須經過四道崗。 

記者註意到，第一道崗是由執勤武警把守的，主要負責進入監區人員的證

件驗查。進去的每個人都要把有效身份證件交給武警，經過身份檢驗無誤後，

才能打開第一道門。 

等記者和網友們全部通過第一道門後，武警關閉了第一道門。此時，記者

和網友們處於等待區，經核對身份後，第二道崗的大門才打開，在這裡，所有

                                           
100 北京新浪網 2014-04-02 通訊員 蘇玉新  實習生 陳依晴  揚子晚報記者 於英傑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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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手機、打火機等通訊設備和物品，包括監獄民警自己的手機也不能帶進

去，都要交出，由監獄統一代管，接受嚴密安檢，才能進入第三道崗。經值班

民警檢查後，才能通過。隨後，記者和網友們在監獄民警幫助下，跨過第四道

崗。這時，服刑人員生活的監區就出現在面前。  

省監獄管理局有關負責人說，江蘇現有成年男犯監獄 22 所、女犯監獄 2 所，

未成年犯管教所 1 所，目前共有在押犯 8.7 萬餘人。由於安全措施到位，全省監

獄保持了持續安全穩定，蘇州監獄創造了連續 32 年無罪犯逃脫的全國新紀錄。 

提問：犯人吃住條件怎麼樣？監舍能養花草，用符號說心情記者註意到，

每層監舍的中間區域，有一個大的文化活動場所，有一臺大電視，旁邊有個書

架，擺放著多種書籍。每間監舍都有負責的民警，其中南京女子監獄的監舍大

小有 20 多平米，通常住 16 名服刑人員。監舍里非常整潔，有獨立衛生間，還

有電扇，床上用品也是統一的，還有一些生活氣息，比如種養的綠蘿、弔蘭等

花草。監獄有關人士說，這些都是服刑人員養的，算是一種心情調節。 

來自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的徐晨，是第一次這麼近的觀察一座監獄。“跟

在電影電視裡看到的完全不一樣，我以為監獄是黑乎乎亂糟糟的，焊著鐵柵欄，

每人床上一堆東西，像｀耗子營＇。今天一看，窗明幾淨，乾凈整潔，秩序井

然！＂ 

在南京監獄，記者註意到，每個監舍的門口都有一塊板子，在每個服刑人

員姓名下麵有兩欄，一欄是表情符號笑臉、哭臉，一欄則為 A、AB、B 等級別。

監獄負責人說，笑臉、哭臉主要反映服刑人員的心理狀態，方便獄方及時進行

心理危機干預，比如哪個服刑人員哪天心情不好，他就可以把表情符號翻到哭

臉一面，管教民警一看，就明白他需要一些談話開導；如果發現問題比較嚴重，

就帶到心理干預中心，進行深入幫助開導，還有供發泄的模特（如圖 28.）。 

而 A、AB、B 等級別反映服刑人員的改造態度。“如果服刑人員改造態度

好，被評等級高，相應享受的待遇就高。＂據介紹，這就是南京監獄探索的“分

級管理法＂，在促使服刑人員改造方面，成效顯著。 

他們每天都在做什麼？男編衫女裁衣，能學音樂美術，高牆內的服刑人員

每天都做些什麼？這是社會上普遍好奇的。記者和網友們瞭解到，服刑人員每

天都要參加 8 小時的勞動，具體分工會有不同。在女監的制衣車間里，製版、

裁衣、縫紉各個環節井井有條；在男子監獄，記者看到服刑人員正在操作編織

羊毛衫的機器。 

記者在南京監獄監區文化活動樓看到，這兒設有美術和音樂興趣班，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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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服刑人員報名學習，他們在勞動之餘，有專門人員教輔；監舍牆上貼

著服刑人員自己製作的改造心得。 

省監獄管理局有關負責人說，監獄鼓勵服刑人員參加文化和職業技能考

試，促進服刑人員刑釋後順利回歸社會。南京女子監獄一蘇州籍刑釋人員在服

裝廠順利找到工作，還憑在獄中考到的勞動技能資格證，每月額外加 500 元工

資。 

生活方面，服刑人員除了正常的家屬會見外，每個月還有一次打 5 分鐘親

情電話的時間。“服刑人員的伙食標準，都是司法部嚴格規定的，要讓他們吃

得飽，吃得熱，吃得衛生。＂南京女子監獄負責人說，對一些有才藝的女性服

刑人員，在勞動之餘，還會在舞蹈方面進行訓練，讓她們發揮一技之長。 

考慮到有的家長在服刑，為了減少對其未成年子女成長的不利影響，江蘇

監獄在全國率先成立省級“陽光幫扶基金會＂，對特困家庭、未成年子女失學

情況定期排查、走訪，與地方婦聯、民政、教育等部門合作，提供幫扶；對服

刑人員中長期無人探視的，積極動員家人來訪。 

會有牢頭獄霸嗎？不許犯人管犯人，獄內暴力能防治？簡單的探訪，給記

者和網友們留下深刻印象。接著，網友們與監獄民警進行了座談，現場拋出了

不少問題。因為很多網友對監獄的初次印象大多來自影視作品，其中肌肉發達

的“牢頭獄霸＂，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他們詢問，江蘇的監獄里是不是也有這

種情況？ 

省監獄管理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江蘇現有 25 座監所，包括 22 座男子監獄，

2 座女子監獄，1 所未成年犯管教所，絕對不允許存在“牢頭獄霸＂。為了杜絕

服刑人員行使民警的職權在獄中進行違法活動，所有環節都由民警直接管理，

不允許服刑人員當“拐棍＂，同時對服刑人員的勞動崗位有嚴格規定，不允許

用服刑人員管服刑人員。而且，監獄無處不在的監控探頭，對服刑人員的日常

活動，包括監獄民警的執法環節進行全過程的監督考核。 

那麼，服刑人員在獄中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省監獄管理局相關負責人回

應，江蘇監獄系統通過三級視頻監控平臺，24 小時全方位監控保障監獄安全，

同時也保障服刑人員和民警的人身安全，防治獄內暴力。 

“ 監獄的變化，一定程度上體現了人類文明的進步。＂省監獄管理局副局

長王宇梁表示。 

 

 



 

103 

 

 

 

 

 

 

 

 

 

 

 

 

 

（圖 28. 南京女子監獄供收容人發泄的模特） 

(2).染色體失調+囚床太短，英國法官讓 220cm 巨漢出獄了101 
都是基因惹的禍？英國一名 23 歲男子有多項前科，卻因為身高達到 220 公

分，即使監獄最大的床也無法容納。法官經過思量後，判定該男不用繼續服刑，

出獄後半年不得在晚間出門，且必須接受長達一年的社會服務令。 

英國《鏡報》2014 年 3 月 28 日報導，這名身高異於常人的男子叫梅德卡夫，

他患有罕見的「生長紊亂症」，不僅身高持續增加，情緒管理還停留在青少年

時期，使得這名大漢根本難以控制。 

據了解，梅德卡夫不只隨身繫帶刀械，用空氣槍射擊友人的汽車，還多次

偷竊，搞得店家都對他非常不滿。不過，由於梅德卡夫罹患罕見的柯林菲特氏

症，目前還在持續長高，加上被診斷出染色體失調，法官考慮之後決定讓他出

獄。 

梅德卡夫的辯護律師表示，對於客戶來說，監獄的床和囚衣都太小了，加

上遭押期間無法接受藥物及心理治療，讓他吃了不少苦頭。最後，英國德文郡

埃克斯特法庭裁定，梅德卡夫可以直接出獄，但他仍需接受半年的宵禁，以及

為期一年的社區監督。 

                                           
101 ETtoday –2014 年 3 月 28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s://tw.news.yahoo.com/%E6%9F%93%E8%89%B2%E9%AB%94%E5%A4%B1%E8%AA%BF-%E5%9B%9
A%E5%BA%8A%E5%A4%AA%E7%9F%AD-%E8%8B%B1%E5%9C%8B%E6%B3%95%E5%AE%98%E8%
AE%93220cm%E5%B7%A8%E6%BC%A2%E5%87%BA%E7%8D%84%E4%BA%86-072500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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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洲首座原民監獄，重互動學習102 
原住民僅占澳洲總人口的 2.5%，然而獄中卻有 27%的受刑人是原住民族

群。這所懲教中心為受刑人打造「類社區」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在獄中仍能貼

近家庭、傳統文化和社會。 

2013 年澳洲獄中受刑人人數增加至歷年之最，其中原住民占超過 1/4 的比

例，入獄率高於非原住民族群。為免出獄又陷入犯罪循環的開端，西澳省打造

全澳第一座原住民監獄，培養受刑人的生活和職業技能，協助日後重返社會謀

生。 

澳洲統計局 2013 年底公布資料顯示，澳洲獄中受刑人人數創新高，首度突

破 3 萬人大關，較 2012 年增加 5%，達到 3 萬 775 人，其中有 58%是再犯者。

澳洲人入獄比例亦較往年升高，2013 年 10 萬名成人中，有 170 人入獄，相較於

10 年前，只有 157 人。 

而在澳洲各省之中，北領地（Northern Territory）的入獄率為全澳最高，10

萬人中有 821 人入獄，其次是西澳（Western Australia），有 256 人。此外，澳洲

人口約 2300 萬人，原住民僅占澳洲總人口的 2.5%，然而獄中世界卻大不同，計

有 27%的受刑人是原住民族群。 

西澳省北方的小鎮德比（Derby）有全澳第一座為原住民打造的懲教中心，

目的在幫助原住民受刑人日後重返社會和家庭，並降低原住民更生人的再犯率。 

自願轉調在此服務的原住民警長麥法蘭（MikeMacfarlane），具有輔導原住

民的多年經驗，他說，很遺憾必須特定為原住民族群來打造一所監獄，但這卻

是現實所趨。 

西澳省的原住民犯罪問題嚴重，原住民人數僅占西澳人口的 3%，但獄中已

成年的受刑人卻有近 4 成是原住民。尤其在偏遠地區，原住民受限於教育和保

健知識的不足，面臨嚴重的酗酒和低就業率問題，頻繁進出監獄似乎成了家常

便飯。 

這座耗資澳幣 1 億 5000 萬元（約新台幣 40 億 5000 萬元）打造的懲教中心

於 2012 年 11 月正式啟用，收容輕度和中度的受刑犯，共有 22 間居住單位，可

容納 120 名男性受刑人和 30 名女性受刑人，希望幫原住民受刑人擺脫以監獄為

家的宿命。 

                                           
102 中央社╱雪梨特稿 2014/03/23 全文網址: 澳洲首座原民監獄 重互動學習 | 國際 | 即時新聞 | 聯合新

聞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5/8565630.shtml#ixzz2wl8bL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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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聽得見鳥兒在枝頭鳴叫，紅土被覆著野生植物，除了有足球場和籃球

場外，還可透過半透明柵欄看見遠方遼闊景色。麥法蘭說：「若不是有半透明柵

欄，可能會讓人誤以為這是座全新的小鎮。」 

這所懲教中心以創新來挑戰傳統監獄的模式，為受刑人打造「類社區」的

生活方式，以原住民文化和人情味為出發點，讓受刑人的獄中生活仍能貼近家

庭、文化和社會，以免與現實社會脫節，以致出獄後喪失社會適應力和人際溝

通力。 

不同於一般監獄牢房所採取的隔離方式，這所懲教中心將原住民族系和語

言相近的受刑人安排在同一間家庭式小屋，約 6 至 7 人一間。他們必須自理生

活起居，從中學習生活技能，包括烹飪、打掃，以及養成衛生習慣和健康飲食

等。 

麥法蘭說，管理者試圖讓獄中生活反映社會，而大部份的原住民受刑人先

前生活十分艱困，因此監禁期間他們從基本的生活技能開始學起。受刑人有每

週津貼可自行選購食材，並在導師協助下學習烹飪，也可按照原有生活習性，

自行升火煮食，管教原則著重讓原住民受刑人在獨特文化中建立起自信與自

尊，在正向的環境下，減少出獄後再次犯罪。 

此外，懲教中心也提供教育和職業訓練，讓受刑人學習焊接、引擎維修等

課程，培養日後的謀生技能。希望經過文化薰陶和專業技能養成，在潛移默化

中剷除惡習，進一步降低出獄後的再犯率。 

西澳省懲教部長柯伯（Murray Cowper）2014/03/22 認為創新的關鍵在於，

將囚禁受刑人並期望他們出獄後即重生的想法已經不適用了，應讓受刑人接受

技職課程培訓，讓他們一旦出獄即具備謀生的能力。 

澳洲聯邦政府之下的行政區包含 6 個省分以及澳洲首都特區和北領地，各

省自有不同的獄所管理方式。西澳打造原住民監獄的創舉，引起澳洲各省相關

單位的關注，也有國際研究者特地前往參訪，盼以長期研究探討其施行成效。 

(4).美國監獄教航太，助受刑人返社會103 
受刑人取得航太複合材料技師認證後，在華盛頓州可以找到起薪每小時 15

美元（約新台幣 453 元）以上的職缺，這個水準比該州許多時薪制工作的待遇

優渥許多。 

                                           
103 中央社╱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波特蘭特稿 2014.03.23 全文網址: 美監獄教航太 助受刑人返社會 | 國際 | 即時

新聞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5/8565631.shtml#ixzz2wl7N5Z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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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盛頓州航空高地（Airway Heights）的監獄「航空高地犯罪矯正所」

（Heights Corrections Center），提供受刑人職業訓練課程，除了在其他監獄也頗

為常見的餐飲服務、電腦修理、油漆與水電工等之外，還有與航太工業相關的

課程，目的是幫助受刑人在出獄之後，能找到薪資酬勞較高的航太複合材料技

師工作。 

在華盛頓州，航太工業是排名第一的製造產業，波音公司（Boeing）及多家

航太供應商，在當地均有設廠。由於華州航太工業蓬勃發展，航太複合材料技

師在當地極為搶手。 

華盛頓州感化局發言人路易斯（Chad Lewis）2014.03.22 表示，華盛頓州監

獄教育計畫的新興改革重點，就是確保受刑人確實吸收並習得技能，同時也希

望改善華州州內航太複合材料技師人才嚴重短缺問題。 

為幫助受刑人出獄之後，找到薪資較優的工作，得以徹底脫離犯罪、重新

展開新生活，華盛頓州感化局從 2013 年起讓「航空高地犯罪矯正所」首先推出

與航太工業相關的受刑人職業訓練計畫，第一梯次參加此項課程的 10 名受刑

人，將於 2014 年初結業，未來有機會獲得航太複合材料技師認證。 

這項課程由斯波坎社區大學（Spokane Community College）的教師負責授

課，每週上課 5 天、每天上課 6 小時。除了課堂教學之外，還有實務操作，課

程約 1 年可修完，受刑人必須拿到 49 個學分，才能參加認證。 

參加這項課程的 24 歲受刑人芮斯（Adam Rees）指出，上午才從教室學到

的知識，下午馬上就能在實務課程中動手操作，對學生來說幫助非常大，就好

像不只是單純學習數學算式，還要用它接受考試，「你也會了解到，這些都是將

來在工作上會需要用到的。」 

斯波坎社區大學監獄教學部主任墨爾利（DavidMurley）表示，複合材料除

了用在航太工業之外，也使用在船殼、游泳池、車體等方面，受刑人取得航太

複合材料技師認證後，在華盛頓州可以找到起薪每小時 15 美元以上的職缺，這

個水準比該州許多時薪制工作的待遇優渥許多。從 2014 年 1 月 1 日起，華盛頓

州最低工資為每小時 9.32 美元，這個價碼是全美各州當中時薪待遇最高的。 

墨爾利表示，或許有些僱主不願聘用有犯罪前科的求職者，但還是會有僱

主提供職缺，給予前科犯自新機會。 

他也表示，近年來聽到許多當地企業反應說，從徵才面試的過程中發現，

如今對於複合材料具備完整基本概念的求職者其實很少，「這個訊息對我們來說

相當重要，因為我們必須提供在職場上受到高度需求的職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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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將在 2014 年 11 月服刑完畢的芮斯，在獄中學到的新技能，讓他對未

來人生有了新希望，也讓他的自信心獲得提升，知道自己將不會再落入「職業

罪犯」黑暗當中。 

與芮斯同班同學的 48 歲受刑人梅恩（Kraig Maine），在監獄中參加職業訓

練之前，完全不曾碰過、也不會使用電腦。在老師的教導下，梅恩學會如何使

用電腦輔助工具，設計不同的複合材料。他說，老師們的高度支持與鼓勵，「讓

一切變得不一樣，現在我擁有出獄後前途看好的職業技能，讓我覺得自己有朝

一日有希望成功。」 

監獄的各種職訓課程，不但可以幫助受刑人出獄之後順利找到工作，展開

新生活；從更高層面來看，對於整個社區或社會來說，還具有降低犯罪率的功

能。 

美國智庫蘭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13 年 8 月公布研究報告指出，

讓受刑人接受職訓課程，將大幅降低出獄後再犯入獄的機會。統計顯示，服刑

期間接受職訓計畫的受刑人，相較於沒有參與任何職訓的受刑人，出獄後再度

犯罪的機率，足足減少了 43%。 

然而，全美各地監獄職訓教育如果都要做到某種程度的水準，今後還需要

投入更多資金、來自教育界更多合作，以及當地企業的加入，以提供實際經驗

讓主管機關參考，才能為當地就業狀況量身打造出一套最合適的計畫，在獄中

培養能夠彌補當地職缺的專業人才。 

美國華盛頓州監獄，提供高薪工作職訓104；為協助受刑人出獄後找到高薪

工作，立足社會並脫離犯罪，華盛頓州 1 所監獄提供與航太工業相關的職業訓

練。華盛頓州感化局發言人路易斯（Chad Lewis）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希望提

供與當地工作機會有著密切關聯的職業訓練給受刑人，航太工業是華州排名第 1

的製造產業，非常需要航太複合材料技師（aerospacecomposite technicians）專業

人才，首批參加這項課程的受刑人將在明年 1 月結業。 

波音公司（Boeing）及相關供應商，在華盛頓州均有設廠，使得華州航太工

業蓬勃發展。 

位於華州航空高地（Airway Heights）的航空高地監獄，約有 10 名受刑人報

名參加航太複合材料技師職訓課程，結業後有機會成為獲得航太複合材料技師

認證。 

                                           
104 中央社 2013 年 9 月 22 日 http://tw.news.yahoo.com/華州監獄-提供高薪工作職訓-04143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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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課程是由當地社區大學老師負責授課，每週上課 5 天，每天上課 6 小

時，除了課堂教學還有實務操作，課程全長約 1 年可修完，受刑人必須拿到 49

個學分才能參加認證。 

斯波坎社區大學（Spokane Community College）監獄教學部主任墨爾利

（David Murley）表示，複合材料除了用在航太工業之外，也使用在船殼、游泳

池、車體等方面，受刑人取得航太複合材料技師認證後，起薪約在每小時 15 美

元以上。 

墨爾利表示，或許有些僱主不願聘用具有犯罪前科的求職者，但某些僱主

還是會願意提供就業機會，給予前科犯自新機會。 

(5).泰國學者建議，監獄適度開放「性行為」105 
泰國社會學學者 2014/03/17 建議，監獄應該開放受刑人適度擁有性行為，1

年內至少兩次讓他們和配偶可以有性行為，以減少監獄性暴力。 

「曼谷郵報」（Bangkok Post）即時新聞報導，馬奚杜大學（MahidolUniversity）

社會學系學者史瑞婉（Siriwan Kraisurapong）指出，2010 年以來，學者已針對

泰國監獄進行 5 項性方面的研究，調查發現，全國男女監獄都普遍禁止性活動。 

不過，受刑人仍會偷偷進行性行為，史瑞婉說，許多受刑人仍有性活動，

有人是為了金錢，有些是發洩性慾，也可能是想發洩情緒。 

調查顯示，有些受刑人會利用刺青標記自己選中的對象，通常被選到的對

象都是體格較弱，被迫性交；女性受刑人還喜歡在監獄內「建立家庭」，雖然不

一定是同性戀，但會在監獄中進行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扮演，妻子角色要照顧丈

夫，並表現吃醋。 

史瑞婉表示，國外有些研究指出，有獄警會對受刑人性剝削，雖然泰國還

沒有進行這方面的研究，但很可能類似的事件也曾發生。 

史瑞婉認為，泰國對受刑人是否能有性行為沒有清楚的政策，當局也未曾

真正介入此事，由於沒有清楚政策，很容易讓監獄內發生性暴力。 

她也指出，相關機構必須弄清楚受刑人的性傾向，教育受刑人如何防範性

病，有些外國受刑人可以要求保險套。史瑞婉也建議相關當局，泰國獄方還未

允許受刑人讓自己的伴侶同處，至少一年兩天，有助於釋放受刑人壓力，減少

性暴力。 

                                           
105 中央社 2014/03/18 全文網址: 泰學者建議 監獄適度開放性行為 | 國際萬象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556244.shtml#ixzz2wN7TZp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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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泰拳打得好，泰國重囚可獲減刑106 
泰國囚犯靠泰拳打破囚籠。泰拳是泰國的國技，被喻為「地表上最強的格

鬥技」，根據《時代》雜誌 2014/03/16 報導，泰國監獄的犯人可以藉由參加泰拳

比賽獲得減刑，最近政府甚至開放外國選手進入監獄，與這些獄中好手一較高

下。反對者認為，這是助長暴戾之氣，使犯罪行為除罪化，支持者則相信，獄

中泰拳給了囚犯一絲希望。 

泰拳的淵源據說始於 1767 年，當時暹羅王國（現在的泰國）與緬甸王國交

戰，一名為卡濃頓的泰拳手被關在緬甸監獄，緬甸國王為了娛樂助興，下令卡

濃頓與 9 位拳擊好手進行決鬥，最後卡濃頓獲得勝利，緬甸國王龍心大悅，不

僅還他自由之身，還賜他兩名美女。 

「囚犯打拳減刑助家」；由於卡濃頓以打泰拳的方式，擺脫囚犯身份，後來

泰國監獄把「立功減刑」作為一項政策，讓獄友參加泰拳比賽，得以立功減刑。

現在甚至開放外國好手進入監獄，與獄中好手一決雌雄。 

「在泰國監獄打拳，是一個難得的經驗。」現年 20 歲、來自法國的泰拳好

手阿雷西．維哥諾表示，與囚犯搏鬥是極為恐怖的一件事，但若因此而畏懼，

沒有資格成為稱職的泰拳手。 

囚犯打泰拳的傳統，現在由獨立組織「監獄格鬥」所主導，成為了一種慈

善比賽，主辦單位提供運動設備和比賽獎勵，若是犯人獲勝，獎金將存到公設

的戶頭中，幫助他們獄外的親人。贊助「監獄格鬥」的愛沙尼亞商人基瑞爾．

索克指出，這項比賽給了受刑人一個機會，不但施展泰拳功夫，也能立功減刑。 

「打拳讓我們專心，不胡思亂想。」現齡 35 歲、因謀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

罪犯那拉．普瑞札表示，牢獄生活十分無聊，度日如年，泰拳比賽提供娛樂，

幫助犯人轉移心思，若是打出冠軍，還能夠減刑。 

「打泰拳減刑爭議多」； 獄友立功減刑雖是泰國傳統，但也惹來不少爭議。

毒犯或殺人犯等囚徒是有罪之身，居然能夠以打泰拳的方式減刑，這豈不是變

向鼓勵犯罪，讓他們的違法除罪化？ 

不過獄友的減刑仍有前提，獄方表示，如果囚犯在獄中操行不良，就算打

拳優異，也不能獲得減刑。倘若他們真心懺悔、參賽奪票，獄方才會給予減刑。

多數的囚犯將獄中待到白頭，泰拳比賽給他們黯淡的人生一絲希望。 

                                           
106 台灣醒報 2014/03/16 全文網址: 泰拳打得好 泰國重囚可獲減刑 | 國際萬象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551210.shtml#ixzz2w8SvKZ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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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歐巴馬新式「健保」，全美國受刑人受惠107 
 監獄受刑人納入歐巴馬「健保」，每年可省下百萬美元！俗稱「Obamacare」

的歐巴馬健保法擴大民眾納保範圍，提供所有美國人都能夠負擔的健保照顧，

並從 2014 年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許多州立監獄也紛紛為受刑人納保不僅每年

可省下近 200 萬美元的犯人醫療開支，也讓醫療金額高出常人、收入卻特別低

的更生人，在出獄後就能享有健保服務，大幅降低了犯罪率。 

「全美監獄強制納保」；歐巴馬健保法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0 年簽署成

為法律的《病患保護與平價醫療法案》。此法目的是為了削減健保支出，大多數

的美國人被強制納保，但不需賦稅的監獄受刑人卻成了保險範圍之外的三不管

地帶。 

《紐約時報》2014 年 3 月 11 日指出，為了讓受刑人也能享有健保權益、同

時也節省監獄開支，全美各州的監獄開始替囚犯申請納保。儘管聯邦醫療保險

並不給付受刑人的醫療行為，但針對重症病患或是住院超過 24 小時的患者，健

保可提供減免或補助，犯人出獄後也可繼續使用。省下來的錢可以回歸聯邦政

府，預估每年可多回收數百萬美元。 

芝加哥州立庫克監獄從今年起，就把納保當作受刑人入獄的強制作業流程

之一，至今已有 4 千人納保；波特蘭監獄也跟進，目前已有 1200 位受刑人納保；

其他如奧勒岡州、德拉瓦州、伊利諾州也都預計要實行。受刑人對這項新服務

感到很滿意，一名今年剛從波特蘭監獄出獄的受刑人說，因為獄方幫忙加保，

因此他一出獄就有醫療保險，讓他終於可以治療拖了 7 年的腳傷。 

「保守派憂拖垮財政」；然而共和黨仍對歐巴馬的健保法感到不滿，認為的

健保資料與保費因人口移動而在各州間轉換，將會造成更大的不便，拖垮政府

的財政，甚至衍伸出新的社會問題；甚至有保守派議員指出，把民眾投保的錢

直接加到受刑人的身上，恐怕會引發疑慮。 

據美國官方統計，犯人在出獄後時常會因為久未與外界接觸，導致心理壓

力過大，引發憂鬱症，或者是因監獄生活習慣不良、染上惡習、鬱鬱寡歡而有

慢性疾病、不良嗜好或長期的精神壓力。犯人出獄後也常會因為前科而不容於

社會，較難找到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工作的更生人若能在獄中就由政

府幫他們提前投保，便能夠享有低廉的醫療費用。 

「納健保降低犯罪率」；美國健康照護專家預估，在 2014 年才開始加入聯

                                           
107 台灣醒報方家敏綜合報導 2014 年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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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醫療保險的人約有 35%都有前科或曾經服刑。美國法務部醫療系統與服務政

策會長歐薛爾指出，幫受刑人投保，長期下來能夠替政府節省開支，讓更生人

安心接受治療，大幅減少累犯率。歐薛爾還引據 2009 年華盛頓州的研究表示，

低收入者若能接受完整的醫療照顧，可以大幅降低犯罪率。  

(8).特別的一天：1 月 20 日美國監獄犬夥伴計畫108 
 湯尼‧歐瑞吉（Tony Orange）是美國一個吸毒者，犯下了一連串的搶劫案，

他 39 歲那年被判重刑 33 年。當他踏入監獄的那一刻，心裡懊悔無比，想著：「我

到底怎麼搞的？把自己害到這個地步！」 

他被封為奇蹟製造者 

好在天無絕人之路，湯尼在獄中參加了監獄夥伴計畫（Pen Pals Program），

這個計畫源自華盛頓州的監獄寵物夥伴計畫（Prison Pet Partnership Program），

是在監獄中徵求刑期長的受刑人為志願者，將他們訓練成「訓狗師」。然後由他

們來訓練狗，成為導盲犬、導聽犬、看護犬，幫助身體殘障的人。 

因為受刑人可以 24 小時跟狗在一起，所以狗進步得非常快。更棒的是，獄

中龍蛇雜處，受刑人在獄中身心緊張，壓力都很大，有了狗來作伴，就像有了

真正忠心的好朋友，狗並不會對受刑人心存歧視，想「這傢伙殺過人、搶過錢，

還是離他遠一點好」，狗會真心的愛他們。 

受刑人的情緒得到很大的紓解，而且他們訓練出來的狗，都是照顧殘障、

扶助弱勢的工作犬。他們也因此體會正面的付出，會得到真正的快樂。 

訓練狗要學會耐心，幫助別人會學會愛心，有了耐心和愛心，受刑人才會

真正改過。他們有了這種特殊的技能，將來出獄重新進入社會才有能力自新。

監獄犬夥伴計畫非常成功，參與計畫的受刑人在出獄後百分之百找到工作，再

犯率為零。還有一點，這個計畫的狗，很多都是流浪狗，因此狗不但能好好的

活下去，還能幫助人。這比人道毀滅安樂死要強太多。 

湯尼是這類計畫成功的代表人物。他在獄中經過兩年努力學習，成為傑出

訓練師。特別難搞的狗到他手裡，都有辦法搞定，他還被封為「奇蹟製造者」。 

狗的問題來自主人，有一次，他接到一隻哈士奇，叫泰莎（Tasha），泰莎的

問題是喜歡「逃跑」，主人是個老太太，管不動牠。湯尼第一次帶泰莎散步時，

果然他一放開狗鍊，泰莎立刻跑得遠遠的，叫牠也不理。 

湯尼說：「這時候不能追牠，要一邊叫牠回來、一邊慢慢接近牠，然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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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抓住狗鍊。如果去追狗，狗會跑更遠，你根本追不上，反而讓狗看扁你，

這樣就沒法訓練了。」 

這樣耗了 10 分鐘，泰莎還是我行我素，不回來。湯尼說：「狗也渴望自由，

我不能怪牠。」結果，20 分鐘後，奇蹟出現，泰莎竟然乖乖跑回來。從此訓練

就進行得更順利。 

2004 年 1 月 20 日，湯尼獲得假釋，離開監獄。此時他已經 55 歲，他出獄

後開了一個狗狗的訓練中心，經營得有聲有色。湯尼說得好：「對我來說，與狗

狗溝通是簡單的部分。大部分狗的問題來自於他們的主人，你必須要和狗狗一

起改變你的行為。」 

監獄犬夥伴計畫是由寶琳修女（Pauline Quinn）在 1981 年創辦的。寶琳修

女的人生就極富傳奇。她從小家庭破碎，受到身心暴力虐待，因此離家出走，

流落於洛杉磯街頭，更慘的是她被警察強暴性侵……一連串的創傷打擊，讓她

變得畏縮，連跟人說話都要躲在人背後或隔著窗廉。 

她得到教會的幫忙，找了一份訓練狗的工作，在學習訓練狗的過程，心靈

也慢慢得到治療。後來她加入教會，成為修女，便想把她自己的經驗推廣，幫

助更多人，因此創辦了監獄寵物夥伴計畫，造就了無數奇蹟。 

(9).囚犯閱讀日，祕魯監獄，唐吉訶德領頭看書109 
  秘魯首都利馬一處監獄為了紀念作家賽萬提斯，2013-12-22 舉辦「閱讀日」

活動，一名囚犯扮成唐吉訶德，騎馬從牢房到監獄廣場，其他囚犯則人手一書

跟在後面。圍牆還彩繪成森林、原野，柔化了森嚴監獄。 

秘魯曾為西班牙殖民地，賽萬提斯被譽為西班牙最偉大作家，小說《唐吉

訶德》是世界文學瑰寶。囚犯手上拿的未必都是唐吉訶德，但多讀書總是好的。

獄方就說，鼓勵囚犯閱讀，可以提高監獄裡的生活品質。 

《唐吉訶德》一書敘述這個「夢幻騎士」的三次冒險歷程，一路上做出許

多荒唐可笑的事，把風車當成巨人，把旅店看做城堡，又將羊群視為敵軍，還

打倒官兵、釋放一批惡囚，最後反被囚犯掠奪，差點喪命。監獄辦閱讀活動，

是因《唐吉訶德》書中有釋囚情節，而賽萬提斯也的確坐牢過。 

1570 年，賽萬提斯入伍參戰，被土耳其俘虜，送到阿爾及爾，淪為希臘叛

徒的奴隸。阿爾及爾位於北非，當時由土耳其統治。在長達五年的囚禁中，意

志堅定的賽萬提斯四度嘗試逃跑。後來回到西班牙，當上稅務員，1597 年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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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問題入獄。 

據《唐吉訶德》的序言，賽萬提斯正是在獄中「孕育」了這部作品。秘魯

的監獄大多有創意，今年六月一處監獄舉辦活動，1800 名犯人跳健美操。這是

要宣傳健康生活，也為了打破「囚犯同時健身人數最多」金氏世界紀錄。另一

處監獄被稱作「世界最自由的監獄」，犯人創建小市集售賣商品。 

其實，現代講求人權，很多國家有「自由的監獄」，窗戶連柵欄都不設。為

了讓犯人打發時間，都有書可看，甚至有圖書館，由「優良囚犯」管裡，挪威

監獄更由真正的圖書館員「進駐」服務。 

不過，監獄和外面的世界一樣，自從電視普及化，很多監獄每間牢房都有

電視，「讀書風氣」日漸下降。菲律賓有個莊園監獄，是西班牙統治時期放逐犯

人的地方，位於廣闊森林裡，不但沒圍牆，也不帶手銬，生活與一般農民沒兩

樣，每天點名三次，但企圖逃獄的犯人不多，因為在森林裡，會面對虐蚊、毒

蛇及野獸侵襲，未必能活著出去。 

經典課；《唐吉訶德》反諷當代社會，《唐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塞萬提斯

的「反騎士」小說，故事背景是早已沒有騎士的年代，他卻幻想自己是騎士，

拿著一支長矛，騎著一匹瘦馬，做出種種匪夷所思的行為，最終從夢幻中覺醒。 

《唐吉訶德》是時代的產物；當時是西班牙「黃金世紀」，雄霸歐洲，遠征

美洲；文學也繁榮發展，騎士文學風靡一時，表現出對人的尊重，為受壓迫者

犧牲生命的勇敢精神。後來，騎士文學過於氾濫而庸俗化，《唐吉訶德》一書便

是對騎士文學的反諷，並批評西班牙的政治、法律、道德及文學藝術。 

20 世紀，美國改編為歌舞劇《夢幻騎士》，重塑唐吉訶德。面帶愁容的瘦削

「糟老頭」，從不自量力、脫離現實的形象，轉化為敢於挑戰社會不合理現象、

不顧眾人嘲笑仍堅持信念的「逐夢者」。 

文學課 誰曾奪雙獎？塞萬提斯獎&諾貝爾文學獎《唐吉訶德》一書的作者，

賽萬提斯被譽為西班牙最偉大作家。2010 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秘魯作家略薩

（Mario Vargas Llosa），曾獲西班牙最重要的「塞萬提斯文學獎」。 

過去 20 年諾貝爾文學獎有 13 位得主來自歐洲，略薩是首位拉丁美洲作家。

略薩小說技法詭譎瑰奇，內容多元深刻，有「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他

著有 30 多部小說、戲劇和散文，第一部翻譯成中文的是成名作《城市與狗》。 

秘魯文化以印第安和西班牙傳統為主，早期藝術可追溯至印加文明，尤其

是建築，如有名的馬丘比丘。秘魯文學起源於口說故事，16 世紀西班牙殖民後

引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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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中期拉丁美洲文學崛起，1982 年諾貝爾文學獎頒給哥倫比亞的馬奎

斯，他的名著《百年孤寂》震驚世界文壇，翻譯為多種語言。《百年孤寂》被視

為「魔幻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的代表作。魔幻是一種現代神話的寫作模

式，運用誇張的象徵和隱喻，將嚴肅內容與荒誕形式結合起來，現實、幻想交

錯而不失真實。 

人權課 ；人性化監獄，改造人心有選美與足賽《基督山恩仇記》等小說裡，

監獄幾乎都是黑牢，不見天日，飽受煎熬。法國大革命時，民眾攻進巴士底監

獄，那也是有名的黑牢。在過去觀念裡，犯罪就要懲罰。 

現代人權觀認為，黑牢只會使人更暴戾；監禁目的是要改造人心，因此監

獄愈來愈人性化。挪威、奧地利等國請名建築師設計，監獄是經典建築。燈光

柔和，播放音樂，還有體育館、影音室。 

南韓監獄被稱為「國家酒店」，真空包裝的燻雞等食品、防曬霜都買得到。

美國有自費的「五星級牢房」。泰國曾舉行「監獄世界盃足球賽」，45 國囚犯參

加。 

瓜地馬拉、巴西辦女囚選美，認為可提高自尊心，積極悔過。 

俄羅斯選美獲勝者可提前出獄。泰國女囚拳賽，「拳后」可減刑。 

英國囚犯可在床上吃早餐。 

印度一所監獄犯人超量一倍，人人想來。一個 30 年裡被捕 20 次的犯人說：

「這裏三餐可口、營養豐富，我們還想出去犯罪嗎？」 

英國曾被迫釋放最胖囚犯，印度引以為戒，規定犯人練瑜伽，減肥可減刑。

義大利重刑犯白天可外出兼職，想坐牢還不容易。英國更因監獄擁擠，殺人犯

可回家過夜。 

人性化措施當然也引起不滿：「這樣還有懲戒效果嗎？」今年二月，英國司

法部長宣布，為了避免犯人回籠，決定讓犯人過苦一點。 

歐失業率高，青年想捧獄卒飯碗，美國紐約州近年犯罪率降低，加上准許

非暴力犯人提早出獄，以致囚犯人數下降，空置監獄過多。去年州長突發奇想，

決定賣掉幾座老舊監獄。 

瑞典加強協助罪犯重返社會、預防犯罪，是全球監禁率最低的國家，犯人

少，打算關閉幾間監獄。荷蘭早在 2009 年就因犯罪率下降、牢房空蕩，宣布關

閉數所監獄，今年三月更重申，預計未來五年關閉 26 所監獄。 

相反的是，比利時監獄人滿為患，陸續新建監獄，需要更多獄卒。歐洲近

年失業率高，比利時也是，許多人想「坐牢」，去年申請當獄卒的青年暴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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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利時新進獄卒的年薪約台幣 96 萬元，外加津貼，收入可觀。雖然工作穩

定，但面對的環境不簡單，包括越獄、肢體及口語暴力等。官員說，「我們要找

的獄卒不是暴君，而是能同時展現威信及同理心的人。」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受刑人人權之探究；矯正人員面對人犯時，所扮演角

色： 

  l. 提供良好、人道及合理的服務。 

  2. 保障所有受刑人的人身安全。 

  3. 確保危險受刑人無法脫逃。 

  4. 充分掌握監獄內紀律與秩序。 

  5. 提供正面服務讓收容人能善加利用在監服刑期間，能為未來出監復歸社會

預作準備。 

(10).美國監獄，人數暴增，環境擁擠醫療條件差110 
 美國華人聚集的加州，最近除了飽受經濟衰退的衝擊，監獄裡也是人滿為

患，聯邦法院最近初步裁定，為了紓解這個問題，加州未來 3 年內，必須釋放

1/3 的囚犯，人數多達 5 萬 7 千人，這項裁決，隨即引發很大的爭議． 

這裡是加州一處男子監獄，整間牢房裡，擺滿一張張幾乎貼在一起的雙人

床，擁擠的情形，比醫院急診室人滿為患的情形，嚴重得多．加州監獄去年人

數爆增為正常容量的兩倍，達到 17 萬人，導致衛生醫療條件，急速下降，州政

府平均每年要為每位受刑人，編列 36000 美元的支出．仍舊無法改善受刑人缺

乏照顧的窘境。 

為了紓解監獄過度擁擠所衍生的種種的問題，加州一處聯邦法庭最近初步

裁定，州政府必須在 3 年內，釋放大約 5 萬七千人，要求州政府透過修改假釋

法，來達成目標，這個裁決馬上引起兩極化的反應。 

根據加州政府 2009/02/13 的統計，有 6 成六的假釋囚犯，會再度回籠，州

政府反對釋囚的作法，決定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11).中國河南監獄辦電視台，入獄官員當智囊111 
 河南焦南監獄為讓受刑人「自我改造、重新做人」，斥資仿效央視「新聞聯

播」等熱門節目自設電視台，還有請獄內落馬省級廣電官員當智囊團、提創意，

                                           
110 公共電視 2009/02/14 
111 中國時報 2012 年 1 月 1 日楊甜兒╱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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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個人所長；節目開播迄今雖無收視率問題，但吸引不少監獄前來觀摩學習。 

據「大河網」2012 年 1 月 1 日報導，焦南監獄獄警每晚七點，準時出現在

「焦南之聲」節目螢幕前問候受刑人，仿效央視「新聞聯播」開始「播報一周

新聞」；而這「電視台」是焦南監獄所創辦，獄內獨有、外頭看不到。 

「焦南之聲」所有的節目均由監獄受刑人擔綱採訪、錄製，除改編央視「新

聞聯播」、「焦點訪談」等熱門節目外，還有類似「星光大道」的《我最有才擂

台賽》等節目，每周共播放一百多個小時；節目製作則由監獄內的前廣電官員

組成智囊團策畫創新，獄方更砸下八十萬元人民幣重金，提供專業設備與攝影

棚。 

多元化節目內容，目的是讓受刑人有機會參與執行，培養出獄後第二專長，

例如負責調控燈光的受刑人王順，曾因故意傷害罪重判十五年，受刑人劉俠光

是年輕的「八○後」，入獄前是個有藝術天份的公司主管，曾寫過「把手放開吧」

一歌獻給女友，感動不少人。 

監獄內自設電視台效果如何？典獄長張培彬表示，「我們需要有個目標去引

導他們，需要平台讓他們展示，昇華靈魂，健康生活。而電視台做到了。」 

河南省司法廳長王文海則指出，監獄裡都有感化教育節目，但內容形式大

多很死板，沒有真正的收視率，自從「焦南之聲」出名後，展現受刑人的重生，

還有不少監獄前來拜師學藝。 

(12).南韓監獄廁紙印字，方便囚犯如廁學習112 
為了鼓勵囚犯學習，南韓監獄推出一款印有中、英文單字的廁紙，讓他們

如廁時，也可以學習語文。 

根據南韓朝鮮日報報導，這款印有漢字及英文生字的廁紙，是監獄一名職

員提議生產，為了提供不識字的囚犯，一個學習機會。從 2007 年 5 月開始，在

全州監獄開始生產，並提供給全國超過 48000 名囚犯使用，據說相當受到囚犯

歡迎。 

(13).中國司法改革：用社區矯正替代勞教？113 

 

                                           
112 蘋果日報【綜合報導】2013 年 07 月 10 日 
113 BBC 英國新聞網 2013 年 11 月 29 日（撰稿：郱書 / 責編：伊人）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9_china_community_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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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中國司法當局廢除勞教制度後，宣佈加快社區

矯正立法和機構建設。） 

中國司法部把社區矯正列為下一步司法行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並

強調社區矯正將不會成為「變相勞教」。 

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周五（2013 年 11 月 29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司法部

正在起草的改革具體實施意見中，「推進社區矯正立法，健全完善社區矯正執行

體系」是六個方面內容之一。 

此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廢除勞動教養制度，一些院校的勞教專業

或系科和一些地方的勞教機構改名。但社會上仍有疑慮，擔心社區矯正是否會

變成另一種勞教。趙大程在記者會上對這個問題明確表示「不可能」。 

人身自由；他說，社區矯正的法律依據、適用範圍、運用的程序、執行的

方式「都和勞動教養有著不同」。社區矯正依據的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法律的

規定，它所適用的範 圍、對象「是法律判決他是管制的、宣告緩刑的、假釋的

或者被暫予監外執行的」這四種四人。 

另外，社區矯正對象「不脫離他的家庭，不脫離他所熟悉的社會環境，然

後對他進行思想教育，對他進行生活的幫扶」。 

北京華歡律師事務所的彭劍律師告訴 BBC 中文網，從學術和學科設置上

看，確實存在用社區矯正替代勞教的意圖，填補法律和司法領域的一片空白。

他說，從理論上講，社區矯正確實和勞教有關鍵的區別，不會成為另一種勞教，

因為社區矯正的對象理論上仍有人身自由，而勞教對象則實際上與囚犯無異。 

但現實中，律師界有人根據經驗推測，還可能出現社區矯正的執行機構對

受罰對象「變相羈押」（如圖 29.）的情況，監視居住變成把人戴上手銬投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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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等於在實踐中把應該在不剝奪人身自由的情況下

進行教養感化變成非法監禁。 

修法；廢除勞教制度後，不但相關法律需要修改，目前被勞教的人員如何

處理也是一個大問題。原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義曾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

示，勞教制度廢止後，原來屬於勞教對象的那部分人如何分流，有 5 部法律的

相應條款要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理處罰法、行政訴訟法、行政法，

「然後才能把應該送監獄的、送社區矯正的、送工讀學校的不同類型的人進行

分流」。 

2003 年，一位名叫孫志剛的青年在廣州收容所內被毆打致死，引發中國社

會和法學界對勞教制度的批判和反思。理論上講，行為不夠按刑法判囚禁的人

會被勞教，但實際上存在各種亂像和執行人員違法現象。 

執法；社區矯正從 2003 年試點，2005 年全面鋪開，2011 年 2 月正式入法，

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行社區矯

正。目前，社區矯正法已經列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五年立法規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認為，為了避免社區矯正在實際中變成勞教，應

該抓緊立法，即「程序應該是司法化的程序，決定機關應該是法院，場所、對

象是誰，要在法律中明確。」彭劍說，理論上講，社區矯正應該填補介乎刑法

和治安管理處罰條例之間的空白；它能否名副其實，不成為變相勞教，「取決於

立法者的決心」。 

社區矯正立法的法律條文如果足夠具體、明確，而不是僅停留在原則性的

表述，那就有可能在很大程度上避免執行過程中的違規、違法現象。 

另一方面，中國有報道稱，地方司法機構負責社區矯正的人員也抱怨操作

時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案例找不到相關法律條款作為參考，感到「無法可依」，另

外還有社區民眾不接受、不願參與，以及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短缺等問題。 

 (14).英國囚犯在監獄辦餐廳，對公眾開放114 
 倫敦南部的一座監獄裡面將會有一所由犯人管理和運營的餐館，這個餐館

明年將會對公眾開放，希望此舉可以為犯人提供重新走入社會的經驗和機會。

倫敦南部的布里克斯頓監獄（HMP Brixton）與慈善機構「叮噹」（The Clink 

Charity）聯合創辦的 The Clink 餐館將在舊的監獄長住所裡面營業。目前已經獲

得了規劃申請，監獄長住所將會被改建成一個可以容納一百名食客的高檔餐館。 

                                           
114 大紀元 2013 年 09 月 30 日記者李琳英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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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機構的負責人 2013 年 09 月 29 日表示：「這個地點的中心位置將會確

保它得到當地商家和公眾的支持，為那些經過選拔加入這個項目的囚犯提供真

實的體驗。」這個慈善機構已經與另外兩座監獄合作開設了兩家餐館，分別位

於薩裡郡的 High Down 和卡迪夫，也全部都是由監獄開放部份的犯人擔任工作

人員的，去年一共接待了 1.5 萬名用餐者。這個機構還計劃在未來四年裡在創辦

七個餐館。 

布里克斯頓監獄的監獄長表示：「布里克斯頓非常高興能夠在歷史可以追溯

到 1819 年的攝政圓屋（Regency Roundhouse）裡開設『叮噹』培訓餐館。這個

餐館將會為顧客提供難忘的經歷，為囚犯提供可以在當地找到工作、通往更美

好生活的營銷技巧。」 

除了餐館外，舊監獄長住所裡面還會設立商務會議室。 

(15).嫌挪威監獄受苦，挪威殺人魔告狀115 
 

 

 

 

 

 

 

（圖 30. 挪威殺人魔告狀） 

挪威右翼極端分子布列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因背負 77 條人命，

入監服 21 年刑期。他的律師今天（2013 年 01 月 31 日）表示（如圖 30.），布列

維克向政府抱怨監獄環境幾近「加重虐待」。 

布列維克向司法部長費莫（Grete Faremo）與伊拉監獄（Ila）主管比亞蓋德 

（Knut Bjarkeid）申訴，抱怨自己被隔離太久。 

                                           
115 法新社 2013 年 2 月 1 日 http://tw.news.yahoo.com/嫌監獄受苦-挪威殺人魔告狀

-100501787.html;_ylt=AqqllOoqYCI6tCPa08B_PCe1BdF_;_ylu=X3oDMTRxOGU2Ym9pBG1pdANUb3BTdG9
yeSBXb3JsZFNGIEV1cm9BZnJpY2FTU0YgTUQxBHBrZwNhZTRiMWNhNC1iODdlLTNlMjctOTIxOC01NTc
0ZTQyODY2OTkEcG9zAzkEc2VjA01lZGlhQkxpc3RNaXhlZExQQ0FUZW1wBHZlcgMzYzZlMGFiMC02YzU
5LTExZTItYmRmZi0zMzEzNWQ4ZDZlNzQ-;_ylg=X3oDMTIwdGYwMmNvBGludGwDdHcEbGFuZwN6aC1o
YW50LXR3BHBzdGFpZAMEcHN0Y2F0A.Wci.mam3zmrZDpnZ4EcHQDc2VjdGlvbnM-;_yl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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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安全理由，33 歲的布列維克與其他受刑人隔離，但他的牢房內有運動

場地，每天可在那活動 1 小時。布列維克也抱怨獄中活動乏善可陳、搜身不斷，

並「幾乎完全」禁止他表達自我。他的律師表示，這些事項都已構成「加重虐

待」，違反挪威法律。 

律師喬瑞（Tord Joret）說：「無論你犯了什麼罪，都不應受到次等待遇，沒

有任何理由可以這麼做。」布列維克去年 11 月寫了封 27 頁長信給獄方，信中

列舉各種抱怨，從日常生活不適到較嚴重的問題都有；小至咖啡太冷、沒奶油，

大至通訊受審查、搜身與隔離監禁等。不過他的律師表示，這封信只促使獄方

做了小幅度改善。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對待受刑人應該依照其人性尊嚴與價值，1990 年聯

合國受刑人處遇基本原則第 1 條開宗明義規定：「對待受刑人應該依照其人性

尊嚴與價值。」同法第 30、31 條規定： 

「(1).對於在監人非依法律規定，不得加以懲罰，同一事件也不得重複懲處。

  (2).在監人非經告以應受懲罰之犯行並予以適當辯解機會不得加以懲罰，主

管人員對於懲處事件應詳加審理。 

  (3).在必要時及可能情形下應許在監人經由通譯提出申辯。 

  (4).對於體罰、拘禁暗室及所有殘酷、不人道或難堪之處分一律禁止作為懲

罰之方法。」 

(16).從不悔改百歲納粹戰犯，死於在家監禁（軟禁處所）116 
剛度過 100 歲生日的前納粹德國黨衛軍上尉普里克（Erich Priebke）昨日

（2013 年 10 月 11 日），死於其在羅馬在家監禁的住所。普里克等納粹軍官在

1944 年奉希特勒的命令在羅馬郊區屠殺 335 名義大利人，來為 33 位被當地反抗

軍殺害的德國軍人填命。 

普里克等軍官負責監督執行這項任務，湊滿報復人數（用 10 個義大利人賠

1 條德軍人命）並把這些受害者送到羅馬郊區的阿爾帖亭洞窟（Ardeatine caves）

殺害。 

戰後普里克原本被英軍羈押在義大利北部的 1 處戰犯營，1946 年他脫逃後

躲到阿根廷。1995 年被義大利當局引渡、1998 年被判刑。他坦承自己在這場屠

殺中的角色，但始終沒有表露絲毫懊悔自責之意，只堅持自己是服從上級命令。 

                                           
116 NewTalk 新頭殼 2013 年 10 月 12 日 http://tw.news.yahoo.com/從不悔改-百歲納粹戰犯死於軟 
   禁處所-022729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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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前納粹德國黨衛軍上尉普里克死於在家監禁） 

（圖片來源：達志影像/路透社 ） 

在世界各地致力搜捕納粹餘孽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 The 

SimonWiesenthal Center）主任楚洛夫（Efrain Zuroff）表示，普里克被終身監禁

到 100 歲老死，讓世人知道追求公義永遠不會太晚。 

楚洛夫昨日在普里克死訊傳來後，於耶路撒冷接受美國福斯新聞（Fox 

News）電話訪問時表示，高齡 100 歲的普里克之死，強烈地提醒世人，參與過

大屠殺的人即便再老邁，仍無法免於對自己的罪行負責任。 

另一方面，普里克卻也是 1 種典型：到死都沒有悔改的納粹戰犯。羅馬猶

太人社群理事長波希菲（Riccardo Pacifici）指出，普里克從來沒有對受他殘害者

的遺族致意過。「這不會花他一分一毫，但他就是沒做過。如今他將面對那些被

他殺害者的審判。」 

戰後許多納粹幫兇被送上法庭時，都曾以自己只是小螺絲釘、只是奉命行

事等理由來逃避責任；然而法庭卻都不接受這些說詞。曾經在納粹德國前高官

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路撒冷受審時進行觀察報導的猶太哲學家漢娜鄂

蘭（Hannah Arendt）後來在其大作《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中提出 1 個問題：除了希特勒在納粹德國是唯一一個無可取代的人之外，其他

所有的人無論是否自覺，其實都只是齒輪。這是否意味著不應對這些齒輪究責？ 

許多人會，事實上也曾多次在被追究執行納粹黨種族屠殺命令等罪行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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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辯護：「我只不過是個齒輪，是可替換的。換任何人這個位置上也會這麼做….。」 

漢娜鄂蘭說，法官的問題是：「那麼請問，為何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當 1 個

齒輪，而且繼續當齒輪？」 

漢娜鄂蘭引述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話，指出所有的政府，包含最極

權的政府，也奠基於「同意」（consent）。把「同意」等同於「服從」（obedience）

是一種謬誤。成人同意，兒童服從。如果一個成人會服從，事實上他是「支持」

那個要求服從的權威、組織或律法。 

漢娜鄂蘭說，對於那些參與納粹暴行、執行命令的人，要追究的問題不是

「你為什麼服從？」而是「你為什麼支持？」戰後西方各國法庭追究擔任納粹

幫兇的德國公務員責任，確立了 1 個原則：被告不應該參與被政府合法化的任

何罪行。公務員服從上級違背法理的命令，將無法使其免於被訴究。 

(17).義大利前總理貝魯斯柯尼，不想關在家寧願服勞動役117 

義大利前總理貝魯斯柯尼的律師 2013/10/11 日表示，老貝已經請求法官允

許他服社區勞動役，用來抵他因為逃漏稅而被判處的一年刑期。 

義大利最高法院八月一日駁回老貝針對逃漏稅一案判決所提的第二次，也

是最後一次上訴，首次定讞。法官曾經將他判刑四年，隨後因為特赦而減為一

年。 

老貝因為已經七十七歲而不必入監服刑，可以選擇居家軟禁或服社區勞動

役，使自己得以擁有較大的行動自由。 

程序上的延誤意味，他可能明年才會開始接受懲罰。若請求獲准，羅馬的

法院將決定他的勞役形式。老貝最初拒絕「像一般罪犯般」服社區勞動役，專

家則說，這可以使他保有最大程度的行動自由。 

義大利人民正等著看他屆時勞動的方式。他可能在老人之家工作，堆放超

市的貨架商品或清理塗鴉。這些都不太可能，因為曾經擔任總理的他依法得有

隨扈貼身保護。 

許多義大利慈善團體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呼籲老貝與他們一起工作。法界人

士說：「請求服社區勞役的人通常會指名幾個民間組織，免得必須清理車站的廁

所。」部分人士認為，羅馬專門協助人們戒毒的慈善團體「義大利團結中心」

是老貝最可能的選擇。 

                                           
117 聯合報 2013/10/12╱編譯陳世欽／法新社全文網址: 義前總理老貝不想關在家 寧願服勞動役 | 國際焦點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219621.shtml#ixzz2hSPNav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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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義大利前總理貝魯斯柯尼） 

義大利前總理擬以社區服務代替入獄118；義大利前總理貝魯斯柯尼的律師

柯比（Franco Coppi）（如圖 32.）今天告訴義大利艾吉新聞社（Agi），貝魯斯柯

尼可能會申請以社區服務而非居家監禁，代替入獄服稅務詐欺案刑期。 

77 歲的貝魯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因為旗下電視公司 Mediaset 在廣播

權交易過程中逃漏稅罪名成立，8 月被判刑 4 年，最後減至 1 年。 

由於貝魯斯柯尼年事已高，可能獲准以居家監禁或社區服務取代入獄服

刑。柯比告訴義大利艾吉新聞社，他會在 1 週內向米蘭法院為貝魯斯柯尼申請

社區服務。 
  

「行刑個別化」原則： 

必須根據個別的犯罪人而為不同的矯治方式，因此必須根據不同的犯罪人特

性，而有不同的刑期考量。 

「刑罰謙抑性」原則：基於刑罰的嚴厲性，刑事處罰必須是基於一種最後手段

性，此稱為謙抑或經濟原則，基於此原則，對於犯罪的處罰，針對某些不適宜

刑罰者，必須以保安處分對待，而針對輕罪也必須以非機構化處遇為優先。 

刑罰理論的整合：刑罰思想，從絕對應報而轉向一般預防，然後是特別預防，

雖然特別預防成為目前刑罰思維的主流，但卻面臨現實的考驗，所以刑罰的目

的毋寧說是一種綜合且多元的考量。 

 

                                           
118 路透社 2013 年 10 月 6 日 http://tw.news.yahoo.com/傳義前總理擬以社區服務代替入獄-004603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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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英國：賴比瑞亞前總統即將服刑119 
  英國政府今天（2013年 10月 09日）表示，賴比瑞亞前總統暨軍閥泰勒（Charles 

Taylor）因戰爭罪行遭判 50 年徒刑，即將於近日開始服刑。 

英國司法次長賴特（Jeremy Wright）在給國會的書面聲明中表示，「依據獅

子山共和國特別法庭（SCSL）主席向英國政府所提要求，賴比瑞亞前總統泰勒

現在將移至英國監獄服刑」。 

(19).特權不再，智利將關閉高官豪華監獄120 
智利總統品尼拉（Sebastian Pinera）2013 年 9 月 26 日宣布，他將關閉專門

用來囚禁獨裁時代政府官員的豪華監獄。這些官員大多犯下違反人權的罪行，

但在豪華的獄中卻享有網球場、烤肉場、甚至游泳池等高級設備。 

前獨裁者皮諾契特（Augusto Pinochet）在 1973 年至 1990 統治智利，他和

他的政府官員犯下了屠殺和侵犯人權等罪行。而這些官員大多被囚禁在柯地艾

拉監獄（Cordillera prison），比一般犯人享有更好的待遇，包括個人囚房、熱水

以及可以接觸到天然光線等。 

根據品尼拉政府在 2011 年公布的統計，在皮諾契特執政期間，至少有 4 萬

人遭到屠殺、虐待和監禁，其中死亡人數為 3,095 人。品尼拉表示，考量法律之

前人人平等，他決定關閉在 2004 年建造的柯地艾拉監獄。柯地艾拉監獄興建之

初就遭受批評，而民眾的憤怒在 25 日達到最高點，起因是一名被判刑 144 年的

前官員支持者，竟然試圖在監獄中舉辦烤肉大會。 

對於智利政府的決定，前總統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表示歡迎。巴舍

萊是智利史上第一位女總統，也是皮諾契特獨裁統治時的政治受害者，曾被關

押在集中營。巴舍萊將參與 11 月 17 日的總統大選，而且支持度保持穩定領先！ 
 

兩極化刑事政策之意義：兩極化刑事政策，又稱為寬嚴並進刑事政策，即由嚴

格刑事政策與寬鬆刑事政策兩者所組成。嚴格刑事政策，即從維持社曾秩序之

觀點出發，以壓制凶惡犯罪，且對凶惡犯罪者及危險之犯罪者，採取嚴格之處

遇為目的之刑事政策。寬鬆刑事政策，即從刑罰謙抑之思想出發，對於輕微犯

罪事件之處理，盡可能避開正常刑事司法處罰程序，使犯罪者能重新復歸社會

為目的之刑事政策。 

 

                                           
119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10 月 10 日 http://tw.news.yahoo.com/英國-賴比瑞亞前總統即將服刑-101900140.html 
120 中央廣播電台 2013年9月27日http://tw.news.yahoo.com/特權不再-智利將關閉高官豪華監獄-000600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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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薄熙來>大陸高幹的秦城監獄服刑121 
 
 

 

 

 

 

 

（圖 33. 薄熙來，審判定罪） 

    

 

 

 

 

 

（圖 34. 薄熙來被送進秦城監獄服刑） 

中共薄熙來在 2013 年 9 月 22 日上午宣判，審判定罪後（如圖 33.），若無

意外，薄熙來將在專關大陸高幹的秦城監獄服「豪華刑」。巧的是，薄的父親薄

一波先前也曾在秦城監獄服刑（如圖 34.），就連薄的前助手王立軍都在那裡等

著他。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秦城監獄在 1958 年動工興建，由當時蘇聯資

助，主要關押政治犯。時至今日，秦城仍是大陸一所特殊的「豪華」監獄，關

押的人既有跟普通囚犯一般待遇的政治犯，也有獲得一系列特殊照顧的高級官

員，除薄一波外，還先後關押過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良宇，還有前重慶副

市長王立軍。 

報導稱，秦城監獄的幹部囚犯每天下午 2 點到晚上 9 點都可以看電視，每

                                           
121 旺報 2013 年 9 月 22 日 http://tw.news.yahoo.com/薄料囚秦城-可看電視不穿囚服-213000566.html 



 

126 

周單獨放風多達 6 次。他們可不穿黑色的統一囚服，改穿家人提供的衣服；較

高級別的囚犯飲食也高人一等，早餐可以飲牛奶，午、晚餐兩菜一湯，另加飯

後水果；有時，獄方還會調來北京飯店的廚師幫他們做飯。 

人權觀察組織亞洲部調查員林偉（Nicholas Bequelin）說：「薄在審判中和裁

決有罪後將得到何等待遇，都將成為其他『太子黨』他日落難後的樣板。」 

薄熙來的妻子谷開來去年被裁定謀殺海伍德有罪，據稱目前被囚禁在河北

省的燕城監獄，大陸司法部形容這是一座「園林式監獄」，甚至有囚犯還在獄中

賦詩作樂。秦城的犯人可以淋浴、沐浴，也有圖書館可用，有電視可看，「條件

比一般囚犯好很多」。  

小靈通>秦城監獄122；位於北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附近，監獄隸屬公安部，

是中國唯一不隸屬於司法部的監獄。犯人待遇按官職劃分。伙食比照省部級標

準，大廚都是北京飯店調來的。當年毛妻江青也被送到秦城監獄。 

並不是誰都可以進秦城監獄服刑的。1960 年落成的這一中國最神祕的監

獄，過去改造國民黨高級戰犯，現在關押貪腐高官。也就是省部級貪腐官員（含

副省部級），不論在哪裡被判決，大多會被集中到秦城監獄來服刑。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犯罪矯正之六大功能： 

(1).應報：現代「應報」觀念包含三大部分： 

（a）透過正式刑事追訴（不能私報復）：  

（b）平衡（平行梯）：  

（c）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2).嚇阻： 

（a）特別嚇阻：係指透過刑罰的制裁，促使犯罪人感受刑罰威嚴性後不再從事

犯罪行為。而為使犯罪人感受到刑罰之威嚇性，刑罰應該具有三個特性：a.

確定性；b.嚴厲性；c.迅辜性。 

（b）一般嚇阻：源自於古諺「殺雞儆猴」，係指經由國家對刑罰的明昭犯罪人

之制裁，以警告、阻止社會潛在犯罪人從事犯罪行為。 

(3).隔離： 

（a）實質隔離： 

（b）擬制隔離：（器官手術、藥物治療、電子監控） 

                                           
122 http://tw.news.yahoo.com/秦城監獄-薄熙來未來服刑地-213000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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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矯治：教誨（個別教誨、集體教誨、類別教誨）、教育、技訓。 

(5).重整：強調犯罪人與社會社區關係之重新建立。  

(6).修復：被害人與社區關係藉由犯罪人的損害賠償人的損害賠償儘可能回復至

事件發生前 的原狀。 

(21). 2011年在挪威用槍擊和炸彈殺死77人的安德斯·貝林·布雷維

克被奧斯陸大學錄取，學習政治學。123 
  
 

 

 

 

 

 

 

（圖 35. 挪威殺人狂布雷維克被奧斯陸大學錄取學習政治學。） 

（2011 年在挪威用槍擊和炸彈殺死 77 人） 

  

 

 

 

 

 

 

 

（圖 36. 挪威法庭試圖確認布雷維克是否精神正常 ） 

                                           
123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09-13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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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庭以謀殺罪判處 21 年監禁的布雷維克（如圖 35.）雖然被奧斯陸大學

錄取，卻不是授予學位的學習程序，而是進行模塊學習。34 歲的布雷維克是在

保安極其嚴密的監獄裏讀大學，不會和奧斯陸大學的工作人員有直接的接觸。 

公平待遇；奧斯陸大學強調說，錄取布雷維克是對他公平對待。 

極端右翼分子布雷維克是在 2011 年 7 月 22 日實施的那次駭人聽聞的屠殺。

他先是在挪威首都奧斯陸的政府辦公區引爆炸彈，炸死了 8 人。然後前往首都

附近的小島 Utoeya，槍殺了 69 名在島上參加暑期夏令營的人，遇難者中許多是

青少年。 

奧斯陸大學的校長奧特爾森 2012 年 11 月 8 日說；所有挪威公民都有申請

接受高等教育的權利。奧特爾森雖然承認在道德上有為難之處，但他說，布雷

維克的入學申請是按照規定處理的，這樣處理並不意味著「冷血」。他說：「錄

取布雷維克讀大學，顯示了我們的價值觀與他的價值觀有根本的不同。」（如圖

36.） 

不過他補充說，在任何情況下，奧斯陸大學都不會允許這個殺人犯進入校

園。奧斯陸大學發現布雷維克現有的學歷不夠進入政治學的學位課程，所以只

讓他進行個人模塊式學習。 

專用書房；布雷維克最近從奧斯陸郊外的 LLA 監獄轉往希恩鎮的一個保安

極其嚴密的監獄。監獄長對 BBC 記者說，布雷維克可以借到他學習需要的書籍

和其它材料，還會有一個專門供他學習的房間。 

挪威工黨在執政 8 年後，在本周一舉行的大選中失敗，參加競選的候選人

中，有一些是 Utoeya 屠殺事件中的倖存者。擊敗工黨政府的是右翼政黨聯盟，

其中包括民粹主義的進步黨。而布雷維克以前就是進步黨的黨員，不過該黨在

Utoeya 屠殺事件後，明顯拉開了與這個殺人犯的距離。  

挪威極右殺手指監獄環境違反人權124；因為在去年殺害 77 人而被判處徒刑

的挪威極右翼殺手布雷維克寫信抗議他被拘押的環境。 

在寄給挪威監獄當局的抗議信中，布雷維克形容他被單獨拘禁以及經常被

脫衣檢查是「色情虐待」。他還對只能喝冷咖啡、不准使用潤膚液、不准玩電腦

遊戲感到不滿，布雷維克的代表律師說，他的客戶認為自己的人權受到了侵犯、

被剝奪。  

                                           
124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2 年 11 月 9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11/121109_rolling_breivik_norway_j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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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本監獄轉形象，推人偶與民同樂125 
 為了扭轉外界對監獄的嚴肅形象，日本北海道旭川市監獄推出可愛的真人

大小人偶，令人忍不住說聲「卡哇伊」（好可愛）。 

官員 2013 年 9 月 9 日表示，外界通常認為，灰色牆面聳立的旭川監獄是個

陰森的地方，不太像是幫助受刑人重返社會的地點。 

「片栗花小子」近 200 公分高，有個方臉，頭髮是朵巨型的紫色片栗花。

當局希望這能讓外界了解監獄真正的性質。 

旭川監獄公關人員說：「監獄一直以來給人的形象，就是個被孤立的地方，

沒有任何與外界的聯繫，而且四周都是聳立的灰色牆壁。」 

「我們希望這個人偶可以改變監獄形象，讓民眾認為這是個開放給大眾，

且也是大眾支持的地方。」 

「當然，監獄是用來關罪犯，民眾一般也不太喜歡住家附近有罪犯。」「但

社會也必須支持那些服刑期滿的受刑人，讓他們能重回社會。」 

身穿典獄長制服的「片栗花小子」，上週末在旭川監獄的博覽會亮相。監獄

人員今天告訴記者，這場活動昨天吸引近 1700 人，較去年增加約 500 人。片栗

花小子也盡責地熱烈歡迎所有來訪民眾，也跟孩童一起玩樂。 

(23).英國受刑人電訪問個資，受訪人怕怕126 
監獄安排受刑人學習職業技能是好事，不過，英國兩所監獄試辦讓受刑人

從事電話訪問、調查，由於會問到受訪對象的財產資訊，引起民眾安全可能不

保的疑慮。 

英國媒體 2013.08.30 報導，司法部去年宣布安排受刑人從事電訪，兩個月

開始在一所女子監獄、一所男子監獄試辦，電訪委託客戶是保險公司。受刑人

會向民眾詢問他們是否想享受較便宜的住宅保險費率，如果對方表示有興趣，

受刑人會進一步詢問姓名、郵遞區號、有無貴重物品等資訊。 

問題是，受刑人在電話中並不會說明自己身繫囹圄。英國「犯罪預防中心」

表示，當局讓受刑人接觸民眾這類資訊，未免太過天真；受刑人出獄後，可能

根據電訪資訊作案。國會議員瓦茲也批評，不應該讓受刑人從事這種工作。 

歐克伍男子監獄是試辦監獄之一，負責營運這座監獄的 G4S 保全公司聲

                                           
125 法新社 2013 年 9 月 9 日 http://tw.news.yahoo.com/日監獄轉形象-推人偶與民同樂-112003139.html 
126 聯合晚報╱范振光 2013.08.30  

全文網址: 英受刑人電訪問個資 受訪人怕怕 | 國際萬象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131587.shtml#ixzz2dWVcoG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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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從事電訪的受刑人先經過背景調查，而且工作時受到嚴密監督（包括錄音），

應無安全疑慮。G4S 表示，受刑人工作時必須按照劇本提出問題，且沒有筆可

記下受訪者資訊，只能把資料打入沒有連接網路的電腦。 

從事電訪的受刑人每星期可賺 20 英鎊 （約台幣 934 元）。英國司法部表示，

受刑人整天無所事事並非良策，如果試辦情況良好，受刑人從事電訪計畫將擴

大實施。司法部並澄清，受刑人沒有機會問受訪者房屋價值、有無貴重物品等

敏感資訊；只不過，英國民眾知道有些受刑人從事電訪，以後接到電訪時恐怕

會保持戒心。  

(24).慶祝國慶，越南上萬囚犯料獲減刑127 
隨著越南 2013 年 9 月 2 日將慶祝國慶，公安部官員日前宣布，按照規定，

今年全國共有超過 1 萬 5000 名受刑人符合相關條件，可以獲得政府減刑。 

越南電子新聞網站（vnexpress.net）今天報導，公安部司法協助與監獄管理

總局局長高玉瑩（Cao NgocOanh）日前公布上述消息，並指出有關單位正在完

成相關手續，以便將減刑人名單提交減刑諮詢委員會和國家主席核批。 

高玉瑩表示，全國各所監獄最近嚴格落實上級指示，對人犯實施審核工作，

將表現良好的受刑人列入減刑名單，整個審核過程公開、民主且公正。 

另外，越南副總理兼減刑諮詢委員會主席阮春福（Nguyen Xuan Phuc）日前

視察寧平省（Ninh Binh）寧慶監獄（N inh Khanh）的減刑工作時表示，各所監

獄對人犯管理、教育與減刑過程必須說明黨和政府人道與寬大政策的目標。 

他強調，人犯減刑工作一直受到整個政治系統與社會的重視。他也要求相

關部門加強宣導工作，注重解決受刑人獲釋後問題，積極協助受刑人早日融入

社會，例如提供貸款、推薦就業機會等，讓他們的生活穩定下來，不會再犯法。 

(25).歐洲人權法院裁定，被判終身監禁的英國重犯應有尋求獲釋

的機會英國人民憤怒；退出歐洲人權公約128！  
歐洲人權法院裁定，被判終身監禁的英國重犯應有尋求獲釋的機會，英國

湧現退出《歐洲人權公約》的聲浪。 

英國內政部長德蕾莎．梅伊先前曾表示，不排除退出《歐洲人權公約》，但

要等下次大選後再檢討。 

                                           
127 中央社 2013/8/20 
128 聯合晚報╱2013/07/10/編譯范振光/綜合報導全文網址: 英國人民憤怒 「退出歐洲人權公約！」 | 國際焦點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019289.shtml?ch=pdm_sub#ixzz2YiZpF0cG 
Power By 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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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法院 9 日的裁定意味英國必須制定新辦法，在終身監禁囚犯服刑

25 年後重新審視刑度。保守黨英國國會議員狄波斯 2013/07/9 表示，應該由英國

法院而非歐洲人權法院決定能否終身監禁某個犯人。 

英國刑事律師里貝嘉．尼布拉克表示，人權法院新裁定無疑會掀起退出《歐

洲人權公約》的輿論，但英國內政部長應可以在人權法院的裁定和英國制度間

取得平衡，因為讓終身監禁囚犯擁有刑度獲得檢討的權利，不代表他們有獲釋

的權利，而且牽涉的重犯目前只有 49 人。 

英國民眾紛紛在推特批評歐洲人權法院。男子路克說，殺人犯奪人性命時，

就已放棄自己的人權。女子布萊恩妮連說三個「不行」，她寫道：「受害人的權

利怎麼辦？他們的家屬終身痛苦。」 

按照英國現行規定，十惡不赦的終身監禁囚犯幾乎不可能離開監獄，除非

罹患重病命在旦夕或嚴重喪失自我生活能力，由司法部長專案批准釋放。 

英國 1951 年批准《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法院 2013 年經費約 6700 萬

歐元（台幣 25 億 7400 萬元），由歐洲理事會提撥。歐洲理事會 2013 年預算 2

億 4400 萬歐元，由 47 個成員國按人口和 GDP（國內生產毛額）比例分攤，英

國負擔約 2735 萬歐元。 

(26).坐牢太舒服，英政府改革獄政129 
英國司法大臣葛瑞林今天（2013 年 4 月 29 日）指出，監獄是處罰與教化受

刑人的地方，不是享福之地，未來受刑人必須有好表現才能有使用監獄內的健

身房及看電視等福利。 

葛瑞林（Chris Grayling）表示，現在受刑人在監獄裡日子過得太舒服，他

要所有被判刑者第 1 次到了監獄後，就感受到日後不要再犯同樣錯誤，也因此

除了基本設施，受刑人必須努力表現，才能獲得其它特權。他宣布，所有入獄

的受刑人在前 2 週都必須穿上監獄提供的制服，同時限制打電話回家及使用個

人的現金，而部分私人經營監獄內的有線電視也一律禁止。 

新的獄政管理預定 11 月開始推動，重點還包括，受刑人在監獄內的工作時

間延長，禁止看限制級影片，必須表現良好才能有較多使用健身房的時間，初

服刑者牢房內不得有電視，如果受刑人破壞監獄設施，獄方將有更多權利要求

賠償。 

這套新管理辦法將獄政管理分為 3 個等級：基礎、標準及進階，受刑人必

                                           
129 中央社記者黃貞貞倫敦 30 日專電 2013 年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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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有好的表現，才能獲得較多福利，例如家屬朋友探望的次數增加，與其它

受刑人社交的時間延長，有更多的私人津貼，優先獲得有支薪的工作等。 

葛瑞林強調，當多數奉公守法的民眾為生活努力打拼時，受刑人在牢房裡

舒服看電視是不合理的，他們必須在監獄裡受到應有的處分再真心悔改，才有

資格享受福利。不過，受刑人改革團體質疑，司法部嚴格管理獄政是否能有效

降低犯罪率。 
 

按：依受刑人人權之探究；聯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第 55 條明定：「執

行刑事處分之機構及其業務狀況，應由主管機關派遣富有經驗合格視察人員

經常視察，藉以督促該機關依現行法令實施管理並貫徹矯治感化之目的」。

(27).天主教宗方濟，在羅馬近郊一所監獄，為 12 名少年犯洗腳130 
天主教宗方濟 2013/03/28 日履行天主教聖周四的洗腳儀式，在羅馬近郊一

所監獄為 12 名少年犯洗腳，包括兩名穆斯林、兩位少女（其中一人是穆斯林）。

這是教宗方濟首度主持洗腳儀式，過程至少創下三項紀錄：教宗首次到監獄履

行洗腳禮、教宗首次為女性洗腳、教宗首次為穆斯林洗腳。 

謙卑方濟：最上位者務必服事他人；76 歲的教宗方濟在洗腳禮前表示：「在

最上位者務必服事他人。」教宗洗腳儀式過去都在位於羅馬市內的聖伯多祿大

教堂舉行，28 日改在羅馬市郊一所少年監獄，是教宗方濟異乎傳統的又一表現。 

76 歲的教宗方濟為 12 名少年犯洗腳，洗畢親吻他們的腳。他說：「我由衷

這麼做，因為這是我身為教士和主教的職責。我必須服事你們。我喜愛這麼做，

因為這是主對我的教導。」 

他先前在阿根廷擔任樞機主教，在監獄、醫院和安老院履行洗腳禮，曾洗

滌並親吻女性的腳，包括孕婦和愛滋病患。但他身為教宗而為女性洗腳，有人

擔心可能引起天主教一些圈子非議。 

耶穌在受難（周五）前的周四最後晚餐之夜，為他 12 個門徒洗腳，並交代

他們也要彼此服務洗腳（約翰福音 13：1-17）。天主教沒有教條明白禁止女性參

與洗禮腳，但 1988 年仍有一份內部文件強調洗腳禮的重要，並且特別說是「洗

男子的腳」，理由為耶穌 12 個門徒都是男性。 

女性在天主教會裡的地位至今不平等，近年爭議尤多，內部有一股力量呼

籲檢討女性不得擔任教士的傳統。教宗方濟過去在阿根廷頗有一些突破傳統之

                                           
130 聯合晚報 2013/03/29 http://udn.com/NEWS/WORLD/WOR4/77968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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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羅馬天主教裡的改革派對他頗有寄望。簡約方濟 不住豪華官邸住賓館。 

教宗方濟躬行聖方濟的謙卑、簡約生活，日前宣布他不住坐落梵蒂岡內的

豪華教宗官邸「主教宮」，要繼續留在比較簡單的「聖瑪爾塔賓館」。那是教宗

選舉期間一百多位樞機主教下榻之地，教宗方濟當選以來一直住這兒。據說教

宗方濟頭一遭看見主教宮時，對助理感慨說：「這裡可以住三百人! 」他看來繼

續樂在簡約，至少會住賓館一陣子。 

他在阿根廷時，也不要豪華的大主教排場，而住一棟儉樸的公寓，不坐轎

車，而是搭公車上班。 

根據《新約》聖經〈約翰福音〉十三章，耶穌在受難前一天 （周四）和他

12 個門徒共進晚餐，當時他已知自己是從神那裡來的，即將回到神那裡，他「離

席站起來，脫了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裡，就洗門徒的腳，並用

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耶穌洗完門徒的腳，穿上衣服坐下，問他們明不明白他為他們洗腳什麼意

思：「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他

說，他給諸人立了榜樣，他們從此亦當相互這麼做，果能如此，則必蒙福。 

洗腳禮自成為傳統儀式，意義包括愛、謙卑、除罪、服事等等。 

(28).英國監獄，練獄囚當咖啡師131 
倫敦南區的布里克斯頓監獄（Brixton Prison）2014 年 5 月開始，要訓練獄

囚研磨咖啡，如何泡一杯完美的 espresso，如何打奶，以及如何拿現金，如何讓

客人高興，如何最有禮貌等技巧，好讓他們出獄之後比較容易找到工作。這所

監獄目前已有一個「壞男孩烘焙坊」，由一位英國電視名廚主持，傳授獄囚烹飪

技術，作品還出售。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監獄矯治有無成效之爭論；監獄是否具有教化矯治的

功能或是受刑人入監行刑的目的是否為教化矯治？ 

從 1960 年代的全面支持與贊同，到 1990 年代的不太支持與不太贊同，之所以

會有如此大轉變，因為在此期間發生了震撼歐美犯罪學界的重要大事，那就是

監獄教化矯治有無成效之爭辯。 

矯治有無成效？其實是個難以回答，甚至是見仁見智的問題。但是矯治的成效

可以因為出獄人再犯罪而全盤抹滅，而其再犯所牽連之因素又非常複雜。 

                                           
131 聯合晚報╱記者彭淮棟╱即時報導 201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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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貧窮，偏差同儕惡性感染，這些都會腐蝕教化矯治成效。 

因此，矯正界應審慎評估及檢討各項教化措施之實施成效，尋求多元化且符合

實際需要之矯正處遇技法，期能在人力與資源，均屬有限之情況下，突破困境，

澈底發揮矯正機構應有之矯治功能。 

(29).義前總理貝魯斯科尼，逃稅，社會勞務代服刑132 
義大利前總理貝魯斯科尼因為逃稅案件被判刑一年確定後，因為年紀大、

不用進監牢，法官今天（2014.04.15）裁決，未來他每周至少要到老人院服務老

人一次，以社會勞務取代服刑。 

此外，法院也對他未來人身自由作出旅行限制，法院聲明指出，貝魯斯科

尼將不能離開他目前登記住所的隆貝第區（Lombardy region），只有周二到周四

可例外前往羅馬。 

多項官司纏身的貝魯斯科尼目前還有與未成年少女援交及濫用職權等官司

在審理中，去年判決有罪確定的逃稅案，他被判刑四年、透過減刑，最後只需

服刑一年，但因老貝已經七十七歲、又屬於非暴力性犯罪，依義大利法律規定，

可藉由在家拘禁或社會勞務取代服刑。 

日前法院聽取檢辯雙方意見，義大利檢方向法院提出要求貝魯斯科尼每周

前往老人院，去為院內的老人服務；貝魯斯科尼的律師團並未反對，律師團另

外提出，老貝願出資成立一個殘障中心，贊助經費協助殘障者，還一度遭到媒

體嘲諷。 

老貝雖然希望重震政壇影響力，但他所領導的政黨，在他被判刑確定後，

幾乎是四分五裂，許多人都已加入聯合政府，該黨的民意支持度已直直落；他

雖一度傳出將轉戰角逐下個月選舉的歐洲議會議員，但目前情勢顯然已越來越

沒有機會。 

(30).效果良好，丹麥將在各大城市設「吸毒室」133 
 

刑罰謙抑性原則：基於刑罰的嚴厲性，刑事處罰必須是基於一種最後手段

性，此稱為謙抑或經濟原則，基於此原則，對於犯罪的處罰，針對某些不

適宜刑罰者，必須以保安處分對待，而針對輕罪也必須以非機構化處遇為

                                           
132 聯合報╱布魯塞爾記者蕭白雪／2014.04.16 全文網址: 義前總理貝魯斯科尼逃稅 社會勞務代服刑 | 國際焦

點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8615674.shtml#ixzz2z38oTgZw 
133 自由時報 201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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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刑罰思想，從絕對應報而轉向一般預防，然後是特別預防，雖然特

別預防成為目前刑罰思維的主流，但卻面臨現實的考驗，所以刑罰的目的

毋寧說是一種綜合且多元的考量。 

 

 

 

 

 

 

 

 

（圖 37. 丹麥自 2012 年設立「吸毒室」後成效不錯，政府

決定在國內各大城市建立「吸毒室」）。（擷取自 bbc） 

丹麥為改善吸毒者躲在小巷內偷吸毒後將針頭亂丟的問題，於 2012 年 10

月在首都哥本哈根設立第 1 批合法「吸毒室（Drug Comsumption Rooms）」（如

圖 37.），根據丹麥「吸毒室」主管機關表示，實施至今成效十分良好，丹麥政

府已經決定，要在每個主要城市都設立系列的「吸毒室」。 

每間「吸毒室」都配有專門醫護人員，監控吸毒者的用量與使用情形，以

此減少因吸毒過量導致猝死的案例，丹麥管理「吸毒室」的主管機關指出，沒

有一個國家能真正解決毒品問題，就算祭出死刑都沒有用，「吸毒室」的設置是

為了改善這個「無解」的情況。 

「吸毒室」的環境一塵不染，並且提供消毒過的針筒，配備強力的通風設

備。截至 2013 年為止，已經有丹麥、瑞士、荷蘭、德國、西班牙等國設置安全

「吸毒室」，目前全世界有超過 90 間「吸毒室」，而英國和法國也考慮建立「吸

毒室」。 

(31).殺人魔可以修身養性？世界最人道的監獄134！ 
住監獄 ok 嗎？在挪威的犯人也許會點頭，畢竟住在號稱全世界最舒適監獄

的 Halden Prison，其設施好比高級設計旅館，邀請知名建築師量身訂做，尤其

                                           
134 Yahoo!奇摩旅遊 文/ Shirley Lee20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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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又為設計大國，對於空間氣氛的營造，以及人性的需求，樣樣不可少。想

想先前噬血的右派殺人魔極可能入住世上最舒服的獄所，還真令人不禁大嘆「憑

什麼」！ 

像這樣宛如藝術公園的監獄，只有挪威看得到！ 監獄旅行超熱門監獄的恐

怖傳聞時有所聞，許多引人入勝的電影多以此為題材；像是美國的阿卡翠斯監

獄、阿提卡監獄等，都惡名昭彰；前者已經開放為觀光朝聖之島，遊客得搭上

小船駛進這座舊金山灣上孤立的小島，隨著導覽敲打鐵門的聲音，重現當時緊

張肅立的氣氛；後者著名的暴動事件，還被翻拍成好萊塢電影《阿提卡監獄暴

動》！但沒有一座監獄，如挪威 Halden Prison 般，讓坐監宛如度假，盡情享用

視聽娛樂設備，以及學習多項謀生技藝。 

冬天被大雪覆蓋，更顯監獄的孤立特性 ；吃飯後到客廳坐坐，好愜意呀！ 

挑起善念的監獄系統這樣人性化的設施，目的是希望用一種循循善誘的方

法，讓犯人能在服刑期間，學到正面求生的態度。Halden Prison 的典獄長 Are 

Hoidal,2011/08/16 曾表示；在挪威的監獄系統，特別重視人權。也許有人會持反

對意見，認為犯人就該受到地獄般的待遇，但數據調查，相較於英國及美國犯

人出獄後又回鍋的 50%~60%機率，挪威犯人再犯率只有 20%！另外，Halden 

Prison 最多能容納 252 位犯人，至於大老遠跑來探監的伴侶或親人，還有臥房可

以住上幾晚，讓彼此都不再感到寂寞。 

圖書館空間採光極佳，桌椅也使用設計家具，好舒適的環境。籃球場讓犯

人盡情揮灑汗水，設備相當齊全；媲美設計旅館的監獄如果說旅館房間最簡單

的配備有床、視聽設備和冰箱，Halden Prison 的等級絕對有過之而無不及！電

視絕對是最先進的液晶電視，而且還有 DVD 播放器，室內上網也絕不拖延，浴

室就在獄所中，還有共用廚房和客廳，慢跑步道及錄音室，簡直比台灣一般人

租的雅房還高級！ 

Halden Prison 從去年啟用就話題不斷，建築師 Erik Møller 將建築外觀設計

的極簡冷峻；室內使用 LED 燈，整棟監獄遍佈犯人圖樣的模版街頭塗鴉，犯人

還能自由選擇烹飪或音樂課程！完全就像一個歡樂的營隊。 

(32).性侵犯，南韓李明博總統表示：化學去勢135 
南韓最近發生一連串性侵案令人震驚。總統李明博今日（2012-09-03）表示，

除了給性侵犯佩戴電子腳鐐外，還需要實施「藥物治療」（化學閹割）等措施。 

                                           
135 聯合晚報/A6 版/國際要聞 201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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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聯社」報導，李明博透過廣播與網際網路的談話表示，性侵犯的重犯

率遠高於其他類型犯罪，因此，需要積極在網上公開性侵犯的個人資訊，以防

再犯。 

南韓政壇也出現一項主張，為了杜絕性犯罪，必須針對性侵犯進行「藥物

治療」（化學閹割）。李明博今日演說也提出相同主張，備受外界矚目。李明博

說，將把加強治安放在政策首位。他說，在網上傳播的淫穢影片助長性犯罪滋

生，政府將在不侵害國民自由的範圍內，加強相關法律和制度。他並表示，打

擊重大犯罪不能僅靠警方，各級學校、家庭和全體國民應齊心協力加強社會治

安。 

8 月 31 日，一名 7 歲女童在家裡客廳熟睡時，被母親的網咖朋友用被子包

裹綁架並嚴重性侵後，李明博緊急前往警察廳視察，並向南韓國民致歉。 

三振法案；即是針對三犯以上的犯罪人，以更長的刑期對待，甚至考慮永久隔

離。三振法案在 1990 年代初期於西雅圖地區首先被提倡，導因於當時假釋的性

侵害犯於出獄後不久即又犯，在社會對於社會治安的要求下，三振法案開始被

提出，且自加州公布施行後，在短短的兩年內，美國已有至少 26 州，相繼模仿。

(33).英國、美國與台灣對「性侵犯」相關規定136 
根據中國時報新聞 2011/08/21 報導；英國 The Sex Offenders Act 性犯罪者

法：規定性犯罪者出獄五年內必須向當地警察局登記、報到，並有禁制令條款。

例如，性侵前科犯常在學校附近徘徊，警方可向法院聲請禁制令，限制其行動。 

美國 Megan＇s Law 梅根法案：檢警必須將有兒童性侵害前科者的個人資料

完全公開在網路上，讓民眾查詢，目的是藉由犯罪者資訊透明化，讓民眾對鄰

居有心理準備。 

台灣性侵害防治法：性侵犯出獄、假釋、或緩刑者，必須在七年內向當地

警察局登記、報到，並接受衛生單位三年的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社政、衛生、

檢警等單位，每月開會評估、追蹤性侵前科犯。 

(34).巴西監獄，讀書可減刑137 
據 2014/07/14 媒體報導；巴西有約 50 萬名囚犯，監獄人口全球第四，嚴重

                                           
136 中國時報 A4/綜合新聞 2011/08/21 
137 聯合報/R09 版/好讀周報國際力 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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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滿為患，當局想出辦法，每讀一本書可減刑四天，最高可減 48 天。犯人讀完

書，必須寫心得報告，並正確使用書中所提及的段落。 

據 2012 年 09 月 04 日 蘋果日報報導；南韓於 2012 年 8 月 31 日，發生一起震

驚全國的性侵案，一名男子性侵甚至意圖謀殺一名 7 歲女童，南韓總統李明博

為此公開道歉，8 月 31 日更進一步表示政府考慮修法 擴大實施化學去勢，不僅

限於性侵兒童犯。我法務部政次陳守煌 2012 年 09 月 03 日表示，化學去勢仍在

研究階段，未有具體進展。 因後遺症很多，例如被去勢者可能性格大變，出現

嚴重偏差行為，而以更危險、激進的器物 性侵，因此一直有反對聲音。 

白玫瑰運動發言人 EVA 表示，去年曾推動相關修法，可惜在立法院三讀時被擋

掉，對南韓擴大化學去勢的修法方向非常支持。勵馨基金會執行長紀惠容則認

為，化學去勢無法解決所有性侵問題，多數性侵犯 是權力與控制欲所致，就算

利用藥物抑制性慾，這類性侵犯還是會使用工 具犯案。 

各國化學去勢實施狀況： 

★南韓：2011 年 7 月通過對性侵兒童犯進行化學去勢的相關法令，2012 年 5 月

首度執行。 

★美國：加州 1996 年通過法令對性侵兒童犯進行化學去勢，佛羅里達、喬治亞

等州也陸續跟進。 

★俄羅斯：2011 年通過法令，性侵 14 歲以下兒童者，經精神科專家鑑定後，可

將其化學去勢。 

(35).美國假釋犬計畫，落實保護動物機制138 

大大的狗腳印就印在牆壁上，隨處還可以見到色彩繽紛的圖畫，這裡不是

高級的狗旅館，而是位在美國南內華達州的女子矯正機構，這裡約有 600 位女

性受刑人，入獄的原因從毒品重罪到謀殺都有。為了建立受刑人的成就感與自

信心，女子監獄從 2005 年開始推行假釋犬計畫，要從照顧流浪犬的過程中，喚

回受刑人的赤子之心。 

據 2011/09/19 媒體報導；這次參與計畫的受刑人有 40 人，每監牢房有一隻

需要幫助的狗，由兩名牢友共同照顧，大部分的流浪狗很快就能跟受刑人打成

一片，有的待在身旁撒嬌，有的則是一起互動玩遊戲。不過並不是每隻流浪犬

都能進入狀況，像這隻混種牧羊犬愛塔，5 個多月來只要一見到陌生人走進來，

                                           
138 奇摩新聞 201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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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的一團糟，最後還得派出狗專家來做訓練。 

從訓練狗的過程中，受刑人除了學習自我控制、管理情緒外，也學會珍惜

生命，而這些假釋犬經過訓練之後，可以陪伴年老及刑期長的受刑人，給予慰

藉與心理支持，也可協助獄方人員巡邏、戒護，甚至在訓練結束後，可以開放

認養。 

(36).減少暴戾，墨西哥少年受刑人瑜珈修身養性139 
為了讓監獄內的氣氛更平和，墨西哥首都一間少年觀護所，引進瑜珈課程，

讓受刑人透過瑜珈，感受身心靈平衡，並藉此降低他們的犯罪衝動。成效如何，

一起來看看。 

深吸~深吐~現場男士手一伸出來，不是刺龍刺鳳，就是刀疤彈痕，要這些

江湖人體會與自然、社會和諧共處，不是件容易的事，墨西哥少年觀護所想到

一個絕妙點子，請出以前同樣是受刑人的瑜珈教練，帶領後輩小弟伸伸軀幹、

折折筋骨，氣血順了，人就順了。 

就算姿勢不是很到位，但能讓平常愛打架的受刑人折自己的骨頭，而不是

把別人打到骨折，已經讓典獄長十分欣慰，受刑人把多餘的精力放在瑜珈體位

法的練習，獄中發生的暴力鬥毆的確大幅減少。 

據 2011/11/17 媒體報導；除了瑜珈，這間有 400 多名受刑人的少年觀護所，

還提供油畫、木工、園藝等課程，協助受刑人修身養性，如果受刑人上的課夠

多，上課時數還可以酌情扣抵服刑期限，讓受刑人提早出獄，這也是人滿為患

的墨西哥監獄，消化爆滿受刑人的好方法。 

(37).美囚辦報《聖昆汀新聞》獲麥迪遜資訊自由獎140 
美國加州聖昆汀監獄以重罪犯多與死刑執行室聞名，近來則因囚犯辦的報

紙《聖昆汀新聞》而名聲響亮（如圖 38.）。報社 15 名因殺人、搶劫等重罪入獄

的員工共已服刑近 300 年，他們在沒有手機與網路的情況下嘔心瀝血編寫的月

刊，從獨特角度讓外界一窺監獄眾生相，不僅有柏克萊加大師生當顧問，最近

還獲新聞獎項。 

美國《紐約時報》2014 年 05 月 22 日報導，《聖昆汀新聞》（The San Quentin 

News）報社總部位在獄中一座活動式拖車內，工作人員常工作到深夜。 

                                           
139 民視新聞孫琬婷綜合報導 2011 年 11 月 17 日 
140 蘋果日報新聞（李寧怡／綜合外電報導）2014 年 05 月 22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522/35845718/15%E9%87%8D%E5%88%91%E7%
8A%AF%E7%9B%A3%E7%8D%84%E8%BE%A6%E5%A0%B1%E7%8D%B2%E7%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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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搶劫等多項罪行遭判刑 65 年的總編輯賈西亞說，該報文章多為「深諳刑

事司法體系的」記者才寫得出來（如圖 40.）。在獄方嚴格審查下曾刊出的報導

包括囚犯絕食、變性男囚難取得胸罩、81 歲罹癌囚犯聲請人道主義假釋遭駁回、

加州女監太擁擠等，也涵蓋體育、藝文等新聞。 

該報目前發行量 1 萬 1500 份，是加州 18 所監獄必讀刊物，但印行經費來

自捐款與大眾訂戶繳的 40 美元（約 1200 元台幣）年費。今年該報獲美國專業

記者協會北加州分會頒發麥迪遜資訊自由獎，近來在柏克萊加大非營利與公共

領導中心學生協助下，該報還發沒手機沒網路揭內幕，發行上萬份；美國加州

聖昆汀監獄以重罪犯多與死刑執行室聞名（如圖 39.），近來則因囚犯辦的報紙

《聖昆汀新聞》而名聲響亮。報社 15 名因殺人、搶劫等重罪入獄的員工共已服

刑近 300 年，他們在沒手機與網路的情況下用心編寫的月刊，從獨特角度讓外

界一窺監獄眾生相，不僅有柏克萊加大師生當顧問，最近還獲新聞獎項。 

 

 

 

 

 

 

 

 

      

 

    

（圖 38. 展出 12 年營運計劃，打算積極擴充印量。） 

（發行量 1 萬 1500 份。翻攝網路） 

沒手機沒網路揭內幕，發行上萬份；美國加州聖昆汀監獄以重罪犯多與死

刑執行室聞名（如圖 39.），近來則因囚犯辦的報紙《聖昆汀新聞》而名聲響亮。

報社 15 名因殺人、搶劫等重罪入獄的員工共已服刑近 300 年，他們在沒手機與

網路的情況下用心編寫的月刊，從獨特角度讓外界一窺監獄眾生相，不僅有柏

克萊加大師生當顧問，最近還獲新聞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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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聖昆汀監獄關有許多重罪犯，還有逾 700 名死囚。） 

因搶劫等多項罪行遭判刑 65 年的總編輯賈西亞說，該報文章多為「深諳刑

事司法體系的」 記者才寫得出來。曾刊出的報導包括變性男囚難取得胸罩、81

歲罹癌囚犯聲請人道主義假釋遭駁回、加州女監太擁擠等。  

寫作助表達自己；該報 1940 年創刊，6 年前在當時典獄長艾爾斯支持下從

「髒話充斥」的囚犯刊物轉型為嚴肅質報。但艾爾斯說，讓囚犯看到自己做出

的成果有正面助益，寫作更讓他們用非暴力方式表達自己。（如圖 41.）曾殺人

縱火的囚犯記者派吉特說：「我只是想彌補我曾帶來的傷痕與眼淚。」  

據悉，訂戶年繳 1200 元；該報目前發行量 1 萬 1500 份，是加州 18 所監獄

必讀刊物，但印行經費來自捐款與大眾訂戶繳的 40 美元（約 1200 元台幣）年

費。今年該報獲美國專業記者協會北加州分會頒發麥迪遜資訊自由獎，近來在

柏克萊加大非營利與公共領導中心學生協助下，該報還發展出 12 年營運計劃，

打算積極擴充印量。該報目前發行量 1 萬 1500 份，加州 18 所監獄必讀刊物，

但印行經費來自捐款與大眾訂戶繳的 40 美元（約 1200 元台幣）年費。今年該

報獲美國專業記者協會北加州分會頒發迪遜資訊自由獎，近來在柏克萊加大非

營利與公共領導中心學生協助下，該報還發展出 12 年營運計劃，打算積極擴充

印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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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聖昆汀新聞》一名囚犯記者專注寫稿。翻攝《舊金山紀事報》） 

 

 

 

 

 

 

（圖 41. 加州 18 所監獄必讀刊物。）  

按：加州聖昆汀監獄；成立時間：1852 年 7 月。囚犯數：現有 3855 人，2012 年關有 734 名死囚，全

美最多。 
特點：擁有加州唯一男囚死刑室，1996 年由毒氣室改為注射行刑，曾出現或提及聖昆汀監獄的電影：

《極速驚魂》、《下流正義》、《傻瓜入獄記》等。 
資料來源：《紐約時報》、維基百科 。 

(38).巴西假釋制度，提供殺人魔再犯機會141 
坦承在巴西中部戈亞斯州路西安尼亞（Luziania）市姦殺 6 名青少年的水泥

工狄耶蘇，10 日被捕，今天（2010/04/12）他在記者會上將犯罪行為歸咎於「另

一個世界的指示」。狄耶蘇（Admar de Jesus）說：「你們幫幫我吧！都是魔鬼叫

我殺人的！」 

                                           
141 中央社記者唐雅陵聖保羅 2010/04/1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3/5/23s6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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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狄耶蘇因性侵害兩名年齡分別只有 8 歲和 11 歲的男童，被判入獄

4 年，後因表現好，去年 12 月 23 日假釋出獄。一星期後，狄耶蘇殺死第一名受

害人──13 歲的羅德里格斯（Diego Rodrigues），緊接著，在今年 1 月 4 日至 23

日之間，他又姦殺 5 名 14 至 19 歲的青少年。 

參議院憲法暨司法委員會主席陶瑞斯（DemostenesTorres）今天表示，狄耶

蘇所犯的罪在巴西很普遍，而最大的罪魁禍首是國家政府。去年，參議院通過

一項法案，恢復進行犯罪心理測驗，以評估一名犯人是否具備假釋條件，但在

眾議院停滯不前。 司法部長巴雷多（Luiz Barreto）認為，狄耶蘇的情況不應該

讓他假釋出獄。 

他說：「我不能說是誰的錯，但巴西的假釋制度的確有缺失，既然有缺失就

應該糾正。」雖然爭取假釋的權利有憲法和刑法保障，但巴雷多說的沒錯，巴

西的假釋制度的確有缺失。據司法部資料指出，每 10 名獲假釋出獄的犯人，其

中 8 人都會再犯罪，並非只有狄耶蘇出獄後才殺人。 

今年 2 月，警方逮捕特里蓋洛（Marcos Trigueiro），他承認 2009 年 1 月至

11 月間，在米納斯吉拉斯州（Minas Gerais）姦殺 5 名女子。特里蓋洛在 2004

年被控劫殺一名計程車司機，在拘留所待了 30 天後出獄。2005 年 2 月，他又因

搶劫入獄，同年 10 月越獄，2006 年 1 月被捕歸案。2008 年 6 月假釋出獄。 

29 歲的戴費諾（Edson Delfino）因姦殺一名兒童被判入獄 46 年，服刑 9 年

後假釋出獄又犯下相同罪行：姦殺了一名 10 歲男童。今年 3 月，法院又判他入

獄 35 年。里約熱內盧公共安全廳長貝特拉米（JoseBeltrame）認為，假釋制度是

令里約暴力問題惡化的原因，因為警察逮到的犯罪份子，十之八九都是再犯。 

2009 年 4 月，里約毒販沙比諾（Marcio Sabino）和克魯斯（Nei da Cruz）

獲假釋出獄，一個月後，他們帶領手下在一處貧民區與另一幫派鬥毆，造成 8

人死亡。 

司法部要求調查狄耶蘇的假釋是否合乎規定，但無論結果如何，也不能改

變他已造成 6 人死亡的事實。對死者家屬來說，狄耶蘇被捕後坦承犯罪，並告

訴警方所有藏屍地點，只是彌補一點遺憾，但絲毫不能減輕他們失去親人的悲

痛。 

(39).美胖囚犯減重有成提早出獄！？142 

                                           
142 中央社 2011 年 11 月 29 日譯者：中央社陳怡君 http://tw.news.yahoo.com/美胖囚犯減重有成-提早出獄

-1008158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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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羅里達州 1 名囚犯提早獲得自由，不過不是因為他表現良好，而是

他瘦了好幾磅。「奧蘭多前哨報」（The Orlando Sentinel）2011 年 11 月 29 日報導，

佛羅里達州法官米勒（Donna Miller）表示，若 345 磅（157 公斤）重的麥柯維

利（George McCovery）能在佛羅里達州湖郡（Lake County）監獄服刑期間瘦下

來，她就會予以釋放。據美聯社（AP）報導，37 歲的麥柯維利在月初因無照駕

駛，遭米勒法官判處服刑 29 天，但法官告訴他每瘦 1 磅就能提早 1 天出獄。 

麥柯維利在服刑期間，牢房晚餐以蔬菜為主，節制飲食 20 天後正式測量體

重，竟然減了 25 磅。根據奧蘭多前哨報，米勒法官以判決饒富創意在地方上聞

名，包括她下令囚犯開始慢跑、上舞蹈課以及補數學等。米勒告訴前哨報，她

原本預期麥柯維利頂多只能瘦 5 或 6 磅。麥柯維利於 21 日出獄，正好趕上享用

感恩節佳餚。 

(40).推理大解密；此刑綿綿無絕期？求刑 38 萬 4912 年！無論有

幾次假釋、特赦，他恐怕都不可能離開監獄了143……  
據 2011/09/19 聯合報報導；曾因貪汙被判 7 年有期徒刑的前立委，服了 1

年 3 個月的刑期後，符合假釋條件，但法院火速通過假釋審查出獄，引發社會

議論。依照台灣現行法律，有期徒刑執行逾三分之一，在獄中表現良好，即可

申請假釋。 

●外頭無親朋而拒絕出獄 
「假釋」（parole）是犯罪學理論從「懲罰至上」變為「鼓勵自新」的制度，

始於 19世紀中期。1840年，英國軍官亞歷山大．馬可諾切（Alexander Maconochie）

在南太平洋的諾福克島殖民地監獄實施獄政改革，減少嚴刑，透過積點考核，

獎勵品行端正的犯人，讓他們提早重獲自由。 

其後，沃爾特．克羅夫頓爵士（Sir Walter Crofton）在 1854 年受命負責愛爾

蘭獄政，他參考馬可諾切的作法，加以改良，建立明確的工作、行為、教育評

析標準，還提出「中間型監獄」（intermediate prisons）的概念，與警察機構合作，

定期監督、管理犯人重回社會的生活，協助解決其就業問題，成為現代假釋制

度的基礎。到了 20 世紀中期，假釋已經是世界各國刑法的標準，而馬可諾切也

被稱為「假釋制度之父」。 

假釋的目的，是使在獄中改過自新的受刑人提早回到社會，看似僅適用於

                                           
143 聯合報/D4 版/繽紛 2014-07-02/文╱既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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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但依多數國家的法律，無期徒刑在一定的條件下，仍有假釋的可能。

例如，台灣是刑期服滿 25 年，或經由總統特赦；日本則是刑期服滿 30 年。也

就是說，在獄中實際上度過一生的犯人，為數並不如想像中多。 

在金氏世界紀錄中，「入獄時間最長」的，是美國的保羅．蓋達爾（Paul 

Geidel）。1911 年，17 歲的他擔任一家旅館侍者，潛入一個銀行家住客的房裡，

以泡過氯仿的抹布使對方窒息而死，卻只搶得 7 美元、一隻錶和一枚胸針。法

院宣判他有期徒刑 20 年。 

到了 1926 年，原本蓋達爾有機會假釋，卻被醫生鑑定為精神異常，反而被

送到丹尼摩拉罪犯精神病院，在那裡一直關到 1972 年，才又轉到菲許基爾矯正

中心。1974 年，蓋達爾終於獲得假釋，但他認為他的大半生已在監獄度過，在

外面沒有家人、朋友，拒絕出獄，在監獄裡又待了 6 年多，1980 年才因健康惡

化強迫出獄，在安養機構度過餘生。蓋達爾的坐牢時間，一共是 68 年又 245 天！ 

●多次判死刑而精神耗弱 
而「監禁時間最長的死刑犯」，則是日本的袴田巖。1966 年，在靜岡縣發生

了味噌製造公司董事一家被殺的強盜放火案，在火災發生之前，一家四口已經

被亂刀刺殺死亡。警方在味噌製造工廠作業員袴田的房間裡，找到沾有微量血

跡的睡衣，立即將他逮捕。經過多日拘留，袴田自白犯案，但到了法院一審時

則全盤否認，最後被判死刑。 

然而，由於案情仍有疑點，而警方也因為涉嫌拷問逼供，又經過了數次審

理，纏訟多年，死刑仍然沒有執行。到了 2010 年，幾名國會議員成立了「袴田

巖救援組織」，向法務部要求停止監禁袴田，並進行醫療，因為他歷經多次宣判

死刑，導致精神耗弱。今年 3 月，靜岡地方法院發現檢調單位當年起訴袴田時，

有偽造證據之嫌，因此宣判袴田無罪釋放。袴田的冤屈入獄時間，長達 48 年。 

再一個金氏世界紀錄，是「有期徒刑判處時間最長」的梅．夏蒙．迪布雅

索（Mae Chamoy Thipyaso）。她是泰國空軍高級軍官之妻，1973 年在曼谷設立

投資基金，號稱年報酬率 78%，當然，這只不過是一種老鼠會，結果，超過 1

萬 6000 人受害，詐騙總金額高達兩億美金。1989 年，法院將她判處 14 萬 1078

年的有期徒刑。 

最後是「有期徒刑求刑時間最長」的金氏世界紀錄，西班牙的卡布瑞爾．

馬許．葛蘭都斯（Gabriel March Granados）。1972 年，22 歲的郵差葛蘭都斯，

不但沒有把經手的 4 萬 2768 封郵件送達正確地址，甚至任意拆封，將裡頭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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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為己有。最後，檢方以一封信 9 年徒刑為基準，求刑 38 萬 4912 年！無論

有幾次假釋、特赦，他恐怕都不可能離開監獄了。不過，法院最後只判他 14 年

2 個月。求刑與實際判決的巨大差距，也同樣是世界紀錄。 

一來一往，葛蘭都斯多了追求二度人生的機會，希望他出獄以後，別再怠

忽職守，萬一剛好有受刑人的假釋文件無法火速送達，就會害人多坐好一陣子

牢了。 

(41).大陸女子監獄，千餘服刑人員，同舞太極144 
誦讀《弟子規》，揮舞太極扇……2014 年 07 月 01 日上午，在吉林省女子監

獄院內廣場，千名餘服刑人員集體進行太極段位拳展示。 

據瞭解，為了提高對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品質，吉林省女子監獄將誦讀《弟

子規》等中華經典與太極武術相融合，在服刑人員中開展了「誦讀經典傳承文

明，感悟太極築夢中國」活動。 

「開始我都挺不屑學，看到有人練，就抱著玩玩的態度，沒想到竟然喜歡

上了這項運動，太極讓我的內心變得平靜了。」62 歲的李雲（化名）入獄已經

4 年，她曾是副處級的領導幹部，因貪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8 年，雖然表面上能

夠服從管理，可內心上還是不能接受自己是個「犯人」，架子也拉不下來。「通

過學習太極拳後，心態比以前平和多了。」 

據瞭解，參加太極拳學習的服刑人員中很多是 60 幾歲的老年犯，她們體弱

多病，但通過學習太極拳，每個人都身心受益。 

女子監獄黨委書記、監獄長武澤雲表示，組織服刑人員系統學習並背誦傳

統文化中的經典之作，大規模的學習太極拳、太極扇，就是要使服刑人員在學

習經典與傳統武術中體會華夏文明的傳承，增強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重塑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讓他們從內心接受教育改造，轉變思想歸正行為，

從而提高教育改造品質。 

(42).真正的高牆，還未倒下？韓國驪州監獄145 

 

 

                                           
144新華社 2014 年 07 月 02 日 
145文 / 顏思妤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行秘書發佈於 2014 年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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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韓國驪州監獄） 

2014 年 8 月 8 日一早，從東首爾巴士轉運站驅車前往京畿道的驪州監獄。

行前搜尋相關報導，這所號稱「模範」的驪州監獄（如圖 42.），以高科技電子

設備有效管理著稱，2001 年 9 月設立之今已 13 年，收容人多為徒刑 10 年以下

的初犯（組織暴力犯罪與毒品犯罪除外）與身心障礙收容人。所內並無死刑犯，

目前無期徒刑定讞者 10 名，與其他收容人共同生活並強制勞動，所方根據收容

人身心狀況與刑期長短，安排簡易或技術性作業，勞動所得扣除監獄管理與被

害人保護等經費，其餘可自行支配，簡易作業者一天收入約 2000 韓圜；技術性

作業者一天最高可達 1 萬韓圜。 

硬體設施相對健全改善收容人居住品質抵達驪州監獄大門，沒有慣有的高

牆與鐵絲網，建築外觀就像一般的公家機關，確實少了些肅殺的氛圍。（如圖 43.）

10 點開始的參訪，基本上與國內監所的模式沒有太大的不同，所方派了一位略

懂中文的監獄官，介紹驪州監獄的過去與現況。監獄官表示，目前驪州監獄的

收容人共 1212 名（法定收容額 1610 名），所內設有 211 台紅外線自動感應相機、

148 台監視錄影器與 765 個自動感應門；收容人以所內身分證嗶卡進入舍房；所

內工作人員共 343 名（法定員額 351 名）。此外，監所建築採 12 翼輻射狀設計

（皆為 3 層樓），以地下通道的方式連接各翼，中心為中央監控室，任何一處發

生突發狀況皆可迅速抵達，減少管理上的人力消耗。 

走進舍房，陽光意外地刺眼，因為走廊天花板上設有大片天窗，監獄官表

示，驪州監獄的窗戶設計比國內其他監所大 30%，收容人享有足夠的日照，也

可預防相關病灶的發生。舍房內的廁所有門，讓收容人免於在眾目睽睽之下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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溺的窘境，保障身為人最基本隱私；地板有暖坑系統，讓收容人在寒冬之際免

於零下低溫的折磨。 

 

 

 

 

 

 

 

 

 

 

 

（圖 43. 韓國驪州監獄外觀，沒有慣有的鐵絲與高牆，

確實少了些肅殺的氛圍） 

簽訂合作 MOU 開設四年大學教育課程；2013 年 7 月底，驪州監獄被法務

部指定為「人性教育矯正機關」，與韓國放送通訊大學（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簽訂 MOU，於所內開設四年的大學教育課程，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

課程，始得賦予學位證明。收容人依程序填寫申請書，並經過資格審查，便能

在所內接受四年的學士課程，由該大學教授親自授課。根據東部新聞的報導，

驪州監獄於 2014 年 2 月 24 日舉辦畢業典禮，共有 8 位收容人獲得學位。 

窘境未解 醫療人力不足；然而，問起所內的醫療資源，目前僅有 3 名醫師

與 2 位護士，並無特別設立牙科與精神科，問起 5 位醫護人員如何照護所內 1200

多名收容人的身心健康，如「門診是否排得到就醫？」、「收容人從申請到就診

需要多久時間？」等問題，所方並無具體回應，僅告訴我們，如果是所內門診

無法處理的狀況，會移至所外的醫院治療。 

天主教首爾教區社會矯正委員會 Kim Sung Eun 神父表示，患有精神疾病的

收容人通常會移監至公州的國立法務病院（舊稱公州治療監護所，由韓國法務

部設立），移監至此的個案，精神狀況多半非常嚴重；輕微者則移至晉州監獄。

醫療人員不足向來是監所為人詬病的問題之一，即使是體設備相對健全的驪州

監獄，似乎也未能緩解醫療照護機制的缺憾。 

人性化設施，誰能享有？關於驪州監獄的報導大多稱其為「模範」，理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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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式監獄的設計、相對健全的硬體設施，以及收容人居住品質的改善。然而，

這些人性化的設計是否能為一般收容人享有？韓國在政府扶植大企業的經濟發

展脈絡下，政商勾結官官相護的結構根深蒂固，不少弊案纏身、判決確定的國

會議員與地方首長紛紛成為「驪州居民」，如大國家黨議員朴柱千（涉嫌收賄現

代集團資金，2004 年最高法院判決 5 年有期徒刑確定）與前蔚山市長沈完求（涉

嫌於地方建設工程中收賄 5 億韓圜，2004 年 11 月最高法院 5 年有期徒刑確定）。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10 條規定：「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

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韓國作為公政公約的締約國，透過硬體設施

改善收容人在監所內的處遇，並與大專院校合作開設 4 年制學士課程等方式，

固然是值得學習的部分，但如果這只能讓部分「特別的」收容人享有，恐導致

矯正體系內階級秩序的深化，而攸關收容人身心健康的醫療照護機制與為人詬

病的軍事化管理的控制模式，顯然並不是透過硬體設施的提升就能緩解的問題。 

真正的高牆，還未倒下146。 

(43).「鐵柵調頻匈牙利將開辦監獄電台」147 
匈牙利「人民之聲報」2014-09-09 日報導，匈牙利瓦茨監獄的廣播電台下月

開播，電台名稱是「鐵柵調頻」，這將是監獄電台的起點。瓦茨是匈牙利北部一

座小城市，位於首都布達佩斯以北 30 多公里處，多瑙河從瓦茨監獄的大樓旁流

過。這座監獄在匈牙利有些名氣，歷史可回溯到 1855 年。前些年，該監獄誕生

過一家監獄劇團。 

監獄電台由心理學家豪伊杜．尤迪特和前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人員布勞恩‧

若爾特發起，目的是通過受刑人的合作形成一個內部訊息論壇，幫助他們適應

監獄生活和回歸社會。 

這一計畫若是順利，將成為一個全國性監獄廣播網的起點。報導說，匈牙

利監獄廣播電台的創意來自英國監獄廣播電台，後者成立於 20 年前，目前在英

國 120 座監獄中，112 座監獄有廣播電台。 

瓦茨監獄廣播電台的工作室設在監獄圖書館裡的一個房間，從外表看，它

與其他廣播電台工作室沒有區別，唯一不同的是，所有穿著灰色「工作服」的

人都是受刑人。 

但是，不是所有的受刑人都能參與廣播電台的工作，那些性侵兒童的受刑

                                           
146 根據韓國法務部矯正本部網站，目前全國共有 36 間監獄、11 處看守所與 3 處看守所支所  
147 數位新聞中心 綜合報導 201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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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引起較大社會衝擊案件的主角都不能在此工作。 

瓦茨監獄廣播電台的主編叫陶馬什，是選出來的。他說，先要把 3 周的節

目預先錄製好，才能在 10 月 1 日順利開播。開始時每天播出 2 小時，監獄內部

可通過電視收聽。 
 

據犯罪矯正學界表示；我國監獄之教化輔導工作，頗有績效，惟未來尚有改善

空間，其努力方向為： 

  1. 引進各類矯正處遇技術，提昇教誨教育成效。 

  2. 訂定教誨師評比及考核標準，提昇教化工作品質。 

  3. 依合情、合理比例，增加心理師、社工師、諮商輔導員等專業人員之員額

編制，並統一定期分批培訓教化人才，提昇專業能力。 

  4. 依收容人各類情境，分別編纂統一教化教材。 

  5. 廣泛運用國際資源，蒐集最新教化資訊以迎合世界「教育刑」時代潮流。

(44).科學量刑在美國？「再犯指數」高判較重148 
《紐約時報》專欄作家、密西根大學法學教授斯塔爾（Sonja B. Starr）為文

批評美國近來計算嫌犯「再犯風險」指數的風潮。以往法院依證據量刑，但目

前超過二十個州計算嫌犯的再犯風險並納入判刑考量。嫌犯可能會因為收入

低、曾離過婚等原因被認定「再犯機率高」而遭加重判刑。 

支持者認為新的「再犯指數」評估讓量刑更為科學客觀，也能成功遏止犯

罪，是再好不過的量刑辦法。但反對者指出這根本違憲，而且違背了依犯罪事

實量刑的準則，怎麼可以預測嫌犯未來再犯的可能而加重處罰？ 

「再犯指數」乍聽立意良善，實行起來似乎不是那麼回事。斯塔爾指出，「再

犯指數」的問題在於它不只採納犯罪事實，還有嫌犯居住的地區、是否失業、

婚姻狀況、年紀、教育程度、經濟狀況、家庭背景等等，甚至連家族犯罪紀錄

也綜合納入計算。依這些因素量刑非常不恰當，且新的量刑方式「再犯指數」

尤其不利低社經地位者。 

由於再犯指數評估的因子涵蓋了種族和社經地位等變項，首當其衝的是窮

人和少數族裔。非中產、非白人的行為人勢必因為其社經地位而被加重判刑，

司法強化了社會對特定族群的偏見，成為捍衛既有不平等的兇手。 

                                           
148 聯合新聞網 2014/08/12 http://udn.com/NEWS/WORLD/WOR6/8866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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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爾強調，行為人應被視為「個體」，而非由他所屬的族群、階級定義，

故社會對某些群體的刻板印象不應作為量刑的依據。斯塔爾批評指數的計算不

客觀、決策標準也不公開透明，不可否認刑事正義必須仰賴精確的數據分析，

但絕對不能讓號稱科學的「再犯指數」掩蓋了正義。 

(45).幼時無耐心，長大易觸法149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荷蘭馬斯垂克大學對 1 萬多名兒童的調查研究發現，

缺乏耐心的兒童，長大後比較可能觸法。 

研究人員調查 1 萬 3000 多名 13 歲的孩子，詢問他們願意馬上拿到 140 美

元，或 5 年後可獲 1400 美元，並追蹤這些兒童的家庭背景、認知能力，及長大

後的發展。 

調查發現，希望立即拿錢的小孩，在 18 年後，比決定 5 年後拿賞金的小孩，

犯罪機率高 32％。研究人員說，那些沒耐心的孩子，傾向喜歡立即獲得好處，

因此不會被潛在的處分威懾。 

研究人員並指出，若將教育列入分析，發現受較高教育的人較願意延後獲

得獎賞，因此研判，教育有助人免於誤入歧途。 

(46).研究：性癮和毒癮來自腦部相同興奮點150 
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對性癮開始研究，並得出驚人的初步結果。 

對性癮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性癮患者和有毒癮的人的大腦活動居然有驚

人的相似點。在人是否會對包括觀看色情圖像在內的性行為產生依賴成癮方

面，一直都存在某些爭議。 

他們發現，這些被調查人群的腦部產生的興奮點，和患有毒癮的人當看到

自己吸食毒品種類時產生的興奮點，是同一部位。為此，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

對 19 名男性在觀看色情視頻時，進行了腦部掃描。在這 19 人中，有兩位由於

在工作時間觀看色情內容丟了飯碗。 

其中的四位表示，色情內容是誘使他們找妓女和產生性癖的「催情藥」。 

這 19 人都對性幻想和性行為難以自拔，但是否他們的「性癮」與吸煙者對

尼古丁的「癮」同出一轍，還不得而知。有些研究人員相信，這些存在「性癮」

的人表現出的特徵，更像是一時衝動、或是一種強迫症。 

大腦掃描；研究人員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來觀測人在觀看色情視頻

                                           
149 Upaper╱中央社 2014.07.15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804241.shtml 
150 英國BBC新聞網 2014年 7月 12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uk/2014/07/140712_uk_sex_addi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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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腦活動所產生的變化。他們拿健康人群的大腦與患有「性行為強迫症」

人的大腦進行比對。 

研究人員注意到，此期間腦部活動最活躍的三個部位是腹側紋狀體、背側

前扣帶回和扁桃腺。而這三個部位也是當毒癮者當看到他們吸食的毒品種類

時，腦部最活躍的三個部位。（如圖 43.之 1） 

 

 

 

 

 

 

 

 

（圖 43.之 1 研究發現，性癮和毒癮患者有相同腦部激烈活動部位。） 

負責這項研究的劍橋大學的烏恩博士（Dr Valerie Voon）對 BBC 說：「這

是對這類癮君子和他們的腦部活動進行的首次研究。但我們現在還不能妄下結

論，說這種情況也算是上癮。」 

她說：「我們現在還尚不得知，導致這一結果的是否就屬於癖性。也就是

說，如果腦部的這些區域產生劇烈活動時，人就一定會出現此類行為。或者，

這可能不過是色情內容本身造成的。現在還很難說。」 

不過，她指出，如果人越早接觸毒品話，出現毒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就青少年通過網絡觀看色情內容會產生何種影響，烏恩博士謹慎表示，現

在還沒有足夠證據對此做出相應建議。 

「謊言和欺騙」；英國「性癮和性強迫症醫治協會」的負責人霍爾（PaulaHall）

認為，網絡上正沒完沒了地提供變著花樣的性內容。她對 BBC 說：「我看到的，

是越來越多陰莖不能長時間勃起的年輕人。他們因為無節制地觀看色情，而把

自己的性趣徹底玩兒完了。 

這些人完全不能正常勃起，必須得靠越來越強的性刺激。」 

她說：「這對男女兩人之間關係的危害是巨大的，由於他們整天泡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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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看色情，正常的性行為反而給他們的刺激太低了。他們無法和自己的性伙伴

有正常的性關係，而只能生活在謊言和欺騙中。」 

她進一步指出：「這些人甚至會對家庭活動也產生厭倦，他們願意自己一

個人在家裏呆著。觀看色情的癖好也成了他們找妓女的催情藥。」 

但霍爾同時說，現在還很難下結論說，這就是一類癮症，而這一領域以往

也鮮有研究。在英國慈善機構「維爾康姆」基金會負責神經科學和精神疾病的

威廉姆斯博士（John Williams）說：「對過度觀看色情、暴飲暴食和賭博的強迫

症行為，現在正變得越來越普遍。」 

他說：「這項研究將進一步告訴我們，為什麼我們要去重覆做一些會對我

們有害的事情。」他說：「通過這一研究打破怪圈，將對我們應對諸如性癮、

暴飲暴食等等有巨大幫助。」  

(47).自由心證過時，科技助判誰可假釋151  
新科技幫忙假釋審判，不但增加犯人假釋率，也可以減少他們的再犯率。

（photo by Horus Tr4n on Flickr – u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看相片

新科技幫忙假釋審判，不但增加犯人假釋率，也可以減少他們的再犯率。 

假釋審判常易受審判者的個人喜好或偏見影響，現在新科技可以統整犯人

背景資料，判斷犯人再犯率可能性，幫審判者決定誰可以假釋，或給予什麼樣

的更生協助，對許多監獄爆滿的國家，可說是一大福音。 

美國部分州仍保留假釋制度，在犯人服滿一定刑期後，可以由假釋委員會

裁決是否可以提前出獄。但是如果一個縱火的犯人，犯罪地點剛好是假釋委員

附近的社區，他大概不太可能獲得假釋。假釋委員個人自由心證審判，容易因

為種族、年齡、長相偏見，影響公正判決。 

一名德州監獄公務人員工會成員勞瑞表示，假釋委員通常容易疑神疑鬼，

高估犯人的再犯率，同時害怕若犯人假釋再犯，他們的名聲會大受影響。過去

俄亥俄州曾發生犯人假釋後，又被檢察官以殺人起訴，批准假釋的委員會成員

在各大媒體受到輿論砲轟，導致現在俄亥俄州的犯人假釋機率不到 1%，跟中樂

透差不多；反觀鄰近的西維吉尼亞州，犯人假釋率卻高達 48%。 

如今這種情況可能會因為科技進步而有所改善，一家加拿大公司現在開發

                                           
151 台灣醒報 2014 年 4 月 25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8%87%AA%E7%94%B1%E5%BF%83%E8%AD%89%E9%81%8E%E6%99%82-
%E7%A7%91%E6%8A%80%E5%8A%A9%E5%88%A4%E8%AA%B0%E5%8F%AF%E5%81%87%E9%87%8
B-143257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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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的科技軟體，用來評估犯人再犯的風險有多高，不只考慮犯人初犯的年

齡、教育程度、罪刑輕重、心理狀態，也將他周遭朋友的犯罪紀錄、母親懷胎

時是否吸毒等因素納入考量。 

現在美國有超過 5 分之 4 的假釋委員，將軟體的數據當成審判依據，不但

提升犯人的假釋率，也降低了 15%犯人的累犯率。愛德華州特赦與假釋委員會

主席奎恩表示，過去假釋委員會通常都以個人經驗下決定，做出來的判決常前

後不一，令人難以信服，現在科學計算出來的結果比自由心證精準，更能作為

審判依據。 

科技不但讓假釋審判變得更精準，也幫獄方裁決獲假釋的犯人要如何管

理。南加州監獄現在使用一種軟體，「推估」犯人什麼樣的背景容易讓他犯罪，

如果是因為犯人教育程度不足，法官可能會讓犯人多參與社區課程，如果跟情

緒掌控有關，那法官可能要求犯人上情緒管理訓練課程。 

雖然有一些官員仍不信任新科技能取代個人判斷，但是新科技能在不危害

社會安全的前提下減少犯人數，這是無庸置疑的，未來也許可以解決美國或台

灣當前監獄爆滿的窘境。 

人為審判有偏見科技軟體判定假釋更精準；152犯人能不能假釋常受到審判

者個人偏見的影響，可能因為罪犯的種族、年齡、長相等因素，影響判決的公

正性，而現在有一款科技軟體，可以有效的分析統計數據，幫審判者決定誰能

獲得假釋。 

傳統的人為判定，由於評判委員們過於主觀，害怕犯人假釋後再犯，讓罪

犯的假釋率降低，但加拿大一家公司研發出新軟體可以評估犯人的再犯率，依

照罪犯的年齡、教育程度、罪刑輕重、心理狀態等因素，將數據分析後成為審

判依據。 

目前美國有 4/5 的假釋委員將此軟體分析的數據作為審判依據，部分審判委

員認為，科學數據的分析，比個人經驗分析更加準確，不僅提升犯人的假釋率，

也降低了犯人的累犯率，讓所做的判決結果較為一致，不容易引起紛爭。 

另外還有一種軟體可以「推估」犯人在什麼樣的狀況下容易犯罪，法官可

以依照數據結果安排犯人參與社區課程，或是教導犯人情緒管理，給予適當的

更生協助。也許新科技不能完全取代人為判斷，但若能提供客觀的資料予以參

考，的確能讓審判結果更使人信服。 

                                           
152 自由時報訊 2014-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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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教宗勸黑手黨：不改會下地獄>>矯正機關實施宗教教誨新指

標153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廿一日出席黑手黨受害者的年度祈禱會，他在會中呼籲

殘暴黑幫改過向善，以免下地獄。 

今年是第十九屆祈禱會，也是首次有教宗蒞臨。教宗方濟各在祈禱會最後

逐一念出近九百名死難者姓名，他說「黑手黨的財富和權勢來自不正當的事業

與罪行，這些沾了血的金錢與權力你們死後也帶不走。黑手黨的男男女女，請

改變你的人生，信奉天主，別再做壞事…現在還來得及不下地獄。若不改邪歸

正，地獄將等著你們。」 

黑手黨橫行義大利南部，行徑凶殘。義大利南部塔蘭托市十七日發生滅門

血案，一名四歲男孩與母親及母親男友慘遭黑手黨殺害。方濟各批評黑手黨「連

對幼童都毫無憐憫之心」。 

這不是天主教教宗第一次向黑手黨喊話，已故教宗若望保祿二世一九九三

年憤怒地叫黑手黨成員「悔改，因為你們終將面臨天父審判」。檢察官說，教宗

的立場對黑手黨來說非常重要，因為黑幫成員通常會與當地神父維持緊密關

係，藉此展現他們的「權力」獲得教會認可。 

(49).大陸上海，受刑人遠程教育刑期變學期154 
 大陸上海 13 所監獄的服刑人員 11 日起，可通過遠程教育讓刑期變成「學

期」。上海開放大學普晟分校昨天舉行秋季開學典禮，這是大陸首家在監獄內以

遠程開放教育模式，對服刑人員進行學歷和非學歷教育的特殊學校。 

(50).美國牢房，銀髮族增，民權聯盟籲檢討155 
「美國民權聯盟」（ACLU）2013 年 6 月份發表報告指出，正在坐牢的美國

受刑人當中，銀髮族越來越多，立法機關應通盤檢討銀髮族受刑人的假釋制度。 

美國民權聯盟在這份報告中指出，銀髮族坐牢人口近幾年在美國爆增，年

紀較大的受刑人，雖然對社會帶來的危險較低，但坐牢所需費用卻是約一般受

刑人的 1 倍。 

根據統計，55 歲以上的受刑人，是美國坐牢人口當中，人數增加最迅速的

                                           
153 聯合報╱編譯陳韻涵／路透羅馬 201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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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階層。2012 年，全美各地 50 歲以上的受刑人，總數為 24 萬 6000 人。 

這份報告的主筆人之一，紐約大學（NYU）法律教授查提爾（Inimai Chettiar）

指出，到了 2030 年，全美各地銀髮族受刑人，總人數在美國將會超過 40 萬，

將占全部坐牢人口的 1/3。 

美國民權聯盟報告指出，美國極端的判刑政策，以及越來越多無期徒刑的

判處，「如今已經讓典獄機構變成了名符其實的養老院，而且還是用納稅人的

錢。」 

美國民權聯盟呼籲立法機關應該通盤檢討銀髮族受刑人的假釋制度，釋放

已經不再具有足夠威脅的老年受刑人。 

在我國，3 年前震驚社會的雲林縣國二女學生葉小妹慘遭性侵殺害案，最高

法院日前推翻歷審法院死刑判決，改判被告無期徒刑定讞，引起輿論譁然與撻

伐。一、二審均認天理難容，而最高法院卻認被告尚有教化遷善可能，故未判

死刑。由於判生判死沒有一定客觀標準，再加上無期徒刑在服刑廿五年後便可

申請假釋，常讓被害家屬難以接受。 

無期徒刑，照字面文義，就是終身監禁，假釋只能是例外。但我國的無期

徒刑，則並非如此，導至無期徒刑與死刑之間出現空隙，因此主流民意始終無

法接受廢除死刑。強化無期徒刑的假釋考核，避免無期徒刑虛級化，更重要的

是盡速制定「不可假釋的終身監禁」，它的功效有三，一是可緩和生與死的落差，

使被害家屬得以接受；二是讓法院有更多量刑空間；三是和我國簽訂的國際兩

公約接軌，落實「非犯情節重大之罪，不得科處死刑」之精神。156 

執行死刑國家常遭國際點名，如能制定「不可假釋的終身監禁」，將使死刑

案件減少，在這種情境下，我國的廢除死刑才會有被認真討論，甚至達成之一

日。這或許是馬政府在任期屆滿前可以完成司法改革的最後一塊拼圖。 
 

＊.假釋理論： 

一、特別預防的考量： 

假釋實質上為一附條件釋放的行刑措施，一方面，有條件的提前釋放，可以鼓

勵受刑人於獄中努力向上，另一方面，提前釋放使受刑人進入社會，更可以達

成再社會化的目的理想，所以假釋制度實屬於強調個別化、社會化處遇的特別

預防思想。 

                                           
156中國時報 【陳崇華／法研所學生】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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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一般預防的考量：  

一般預防，強調的是刑罰對一般人所產生的心理強制，但這種強制是消極的、

威嚇式的，且認為刑罰越重，越能得到預防的效果，這種想法，雖可能普獲支

持，但因其會破壞刑罰的相當性原則，故這種思考不能是列為最上位考量。 

＊.假釋的條件與意義： 

徒刑六月以上之受刑人，經執行一定期間（刑期過半），有悛悔實據（累進處

遇達到二報級以上），經監獄報請法務部核准後，附條件（遵守保護管束規則

暨不再犯罪）暫行釋放，即假的釋放。假釋中能保持善行，其殘餘刑期以已執

行論。反之，如假釋期問再犯罪或未保持善行。則撤銷其假釋，並將未執行之

刑，重新送監執行。  

＊.假釋之未來趨勢： 

(1).死刑的存廢及其影響： 

(2).三振法案的引入所產生的假釋規定變更： 

(3).重刑化思考的妥當性：  

(4).重刑化可能帶來的影響： 
 

(51).以色列監獄辦時裝秀，展現囚犯學習成果
157 

 

 

 

 

 

 

 

 

圖 43.之 1 模特兒身上的服裝，都是囚犯設計的作品。圖擷自每日郵報 

                                           
157 數位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2014.10.31 http://udn.com/NEWS/WORLD/WOR4/90343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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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之 2 模特兒身上的服裝，都是囚犯設計的作品。圖擷自每日郵報 

據 2014.10.31 媒體報導；以色列女子監獄「NeveTirza」27 日舉辦首屆時裝

秀。模特兒們穿上囚犯所設計的服裝，經囚犯精心打扮後，在紅毯上走秀，展

示囚犯在獄中的學習成果。 

Neve Tirza 是以色列唯一一所女子監獄。東網報導，以色列當局鼓勵囚犯在

獄中學習一技之長，如時裝設計、化妝及理髮技巧等，希望她們出獄後能重拾

自信，靠所學重過新生。（如圖 43.之 1→43.之 5） 

 

 

 

 

 

 

 

 

 

圖 43.之 3 囚犯們正為模特兒上妝。圖擷自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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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之 4 模特兒們準備走上舞台展示服裝。圖擷自每日郵報 

 

 

 

 

 

 

 

 

 

 

圖 43.之 5 囚犯正協助模特兒著裝。圖擷自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