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收容人冤獄篇
我國 依 2011 年 07 月 06 日修正之「刑事補償法」（即冤獄賠償法）
第 1 條：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或少年事件處理法受理之案件，具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補償：
一、因行為不罰或犯罪嫌疑不足而經不起訴處分或撤回起訴、受駁回起訴裁定
或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
二、依再審、非常上訴或重新審理程序裁判無罪、撤銷保安處分或駁回保安處
分聲請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
分之執行。
三、因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而經不付審理或不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
鑑定留置或收容。
四、因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而依重新審理程序裁定不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
鑑定留置、收容或感化教育之執行。
五、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期間，或刑罰之執行逾有罪確定裁判所定之刑。
六、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期間、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行逾依再
審或非常上訴程序確定判決所定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期間。
七、非依法律受羈押、鑑定留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行。

(1).冤獄（值得深思！）158
曾在書上看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澳洲，
「費力」與他的合夥人佐治在「墨爾本」做出入口生意，賺了很多
錢。有一天，
「費力」發覺銀行戶口的帳目不對勁，一大筆應收款項不但沒有存
進去，剩餘的錢反而被取走了，他在吃驚之餘，急忙尋找「佐治」，但「佐治」
卻失蹤了。
正當他憂懼不安時，
「佐治」的妻帶來警察，將「費力」帶回查問，說他有
殺害「佐治」的嫌疑。這樁謀殺案經過長期審訊後判「費力」有罪，因為找不
到屍體而判以誤殺，刑期 20 年。
「費力」坐了 20 年牢之後，終於被放出來，他出獄後，用盡一切辦法尋找
「佐治」，終於，他找到了，原來「佐治」一直躲在南非。「佐治」當年失蹤，
原是帶著情人捲款潛逃，他背叛事業上的合夥人，又趁機甩掉不肯離婚的妻，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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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在南非重過新生活，即使明知費力含冤入獄，他也悶不吭聲。
「費力」找到
「佐治」後，花了一番功夫將「佐治」帶回「墨爾本」
，帶到當初起訴他的警察
面前，說：
「看，這就是那位你們證實我殺了的『佐治』
。」說罷，他突然拔槍，
在眾目睽睽之下射殺「佐治」
。
「這個人反正是我殺死的，只不過我預先服了刑，
現在才實現我的罪行。」
當全世界的傳媒去給「費力」做訪問時，他述說他的心態：「我受冤枉 20
年，當年警方為了證實他們英勇破案而舉證我，
『佐治』之妻為了掩飾她的被遺
棄而證實丈夫已死，保險公司為了怕賠償而製造輿論，法庭內的法官、陪審員
和律師，為了顯示他們的英明神武而判我有罪，每個人都有他們私人的原因而
不曾給予我是無罪的疑竇。
我相信，就算我今天把『佐治』尋了出來，證實了我的冤屈，對這些人來
說，充其量是一兩天的歉疚，便煙消雲散了。唯有讓我徹底成全他們的錯誤判
斷，才能讓他們嗅到自己手上因冤枉別人而染上的血腥味，~會終身自責。」
「費力」再笑著說：「我犧牲了人生中最寶貴的 20 年猶在其次，精神上所
受的冤屈不是政府和法庭向我認錯，傳媒十天八天的報導，群眾的幾聲嘆息就
可以補償回來的。我終於殺了『佐治』，是最能將冤獄平反的，因為從今天起，
我沒有被冤枉的感覺，我那 20 年的判刑是罪有應得的。」
這個故事是不是讓你覺得毛骨悚然呢？
我們不也常犯下相同的罪嗎？當我們聽到有人被批評、被論斷時，我們會
做甚麼舉動呢？如果被評斷的是我們所喜愛的人，十有八九會為他挺身而出，
為他辯解。但若是我們不喜歡的人呢？那時從口裡說出的，恐怕更加不堪。他
真的是這樣的人嗎？不一定吧！而我們附和傷人的言語，真的是因為正義感
嗎？
還是因為他曾觸犯我？他不來討好我？他礙著我，擋住我的路？或是說他
壞話的人是我的朋友，為表忠心不得不說？我們每個人都有私人的理由不給他
公正的評斷。他會因此受傷嗎？
誰在乎？為他辯解對我們又沒好處，反正我們只是順口在嘴上說說，又不
是拿刀子砍他。於是這微小的，不值一晒的罪，就在我們不經意間越積越多。
有一天，我們也許就像故事中的人，以累積的私心之罪，換來雙手的血腥。
這世上若有比傷害他人更重的罪，就是傷人之後，卻完全不覺得他傷害了
對方。一個完全不能反省的靈魂，就是神看了也只能搖頭嘆息吧！
也許今天我們有一千個理由認為某人有罪，請別忘了我們心中有一千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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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己所知的私心，正在迷惑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傷人於無形。

(2).冤獄奪 23 年青春，美國紐約男獲賠 2 億159

（圖 44.

藍塔遭誣陷入獄，23 年後才獲法庭裁定無罪開釋。）

美國紐約男子藍塔因警官唆使證人作偽證，平白背負謀殺罪名蹲了 23 年苦
牢，直到 2011 年才還他清白。紐約市政府前天（2014 年 02 月 21 日）同意以約
2 億元台幣和解，平均每 1 年冤獄的代價約 870 萬元台幣。藍塔（David Ranta）
（如圖 44.）的律師說：
「再多的錢都不能彌補藍塔被奪走的 23 年青春。這筆錢
將用來協助藍塔的生活重回正軌，用來照料他的身體和他的妻兒。」
藍塔被控涉及 1990 年布魯克林猶太教士命案，歹徒當時企圖搶劫鑽石商人
不成，遂朝正好車停在對街的猶太教士額頭開槍，然後開著教士的車逃逸。
警教唆小童誣陷；儘管沒有具體證據，藍塔仍因被多名證人指認為兇手，
被依謀殺罪名判刑 37 年。藍塔在獄中始終堅稱自己是清白的，但直到檢方 2011
年調查辦案手法可議的警探史卡切拉（Louis Scarcella）經手的案子，才發現史
卡切拉當年教唆年僅 13 歲的證人，指認「有大鼻子的男人」，也就是藍塔，是
兇手，另外 2 名證人也為提前出獄，在庭上誣陷藍塔。
真兇已車禍身亡；藍塔去年 3 月因罪證不足無罪開釋，結果獲釋當天就心
臟病發，僥倖保住小命，他在 2 個月後告上法院，向紐約市府求償 1.5 億美元（約
45 億元台幣）
。檢方調查發現，史卡切拉後來接獲線報得知當年兇手另有其人，
但已車禍身亡，史卡切拉也不曾設法還藍塔清白，紐約市府於是同意賠錢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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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美國冤獄賠償案例（資料來源：《蘋果》資料室）
2014 年 01 月：
紐約男子譚勒夫被控殺害雙親，但兇手另有其人，近 20 年冤獄獲賠 1 億元
台幣。
2013 年 11 月：
北卡羅萊納男子達利被控性侵，DNA 證據還清白，18 年冤獄獲賠約 2.3 億
元台幣。
2013 年 09 月：
紐約男子德斯柯維奇遭警方屈打成招，承認殺害高中同學，2007 年出現新
的 DNA 證據證明不是他，冤獄 16 年獲賠約 1.6 億元台幣。

(3).冤獄 20 年，美國男子獲鉅額賠償160
美國聯邦地方法院陪審團 3 日裁定，1980 年代遭到法院誤判，坐了將近 20
年冤獄的 1 名華盛頓州前警官，將可獲得 900 萬美元賠償。這起官司的賠償金
額，創下華盛頓州民事訴訟最高賠償紀錄。
位於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的美國聯邦地方法院陪審團認為，前任華
州警官史賓塞（Ray Spencer）所應享有的美國憲法保障權利，在案件調查過程
中遭到侵犯，克拉克郡（Clark County）調查員警捏造不實物證，使得被控性侵
2 名親生兒女與 1 名繼子的史賓塞，1985 年被法院誤判有罪，坐牢將近 20 年。
2009 年，史賓塞的罪名獲得華盛頓州上訴法院撤銷。2011 年，史賓塞提出
非法拘禁、惡意起訴的民事訴訟，將華盛頓州克拉克郡政府、檢察官與辦案員
警告上法院。
66 歲的史賓塞在判決宣布後 2014/02/04 對媒體表示：
「司法系統終於做了正
確的決定，感覺很好。我的名字終於恢復清白，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人，如今
將面對我曾經承受的嘲諷。」
史賓塞的委託律師柴爾尼爾（Kathleen Zellner）也表示，雖然耗時長達約
30 年，但公平正義終於得以伸張，
「我們證明他是被陷害的，我們證明了物證是
假的」。

(4).法院疏失，越南一男子，冤獄 10 年161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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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司法機關疏失，越南 1 名 52 歲受刑人被法院以「殺人」罪名判處無期
徒刑，直到上月下旬命案真凶出面投案後，這名無辜受刑人才獲得釋放，但是
已在牢中冤枉待了 10 年。
綜合越南媒體 2013 年 11 月 6 日報導，命案發生於 2003 年的北江省（Bac
Giang），警方在命案現場發現 1 名女性死者，懷疑阮姓男子涉案，警方不僅立
即逮捕，並用暴力脅迫手段取供、強迫阮姓男子認罪。
檢察院和法院隨後按照警方提供的起訴書進行後續調查與訴訟程序，以「殺
人」罪名判阮姓男子無期徒刑。
據報導，阮姓男子之妻最近打聽 1 名女子透露她前夫所生兒子才是命案真
正凶手的秘密，就蒐集相關資訊，隨後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調查機關上訴。全案
經重新調查，有關機關澄清命案凶手是李姓男子，而不是阮姓男子，全案才真
相大白。
李姓男子聽聞警方重新調查自己過去殺人罪行，自知難逃法網，就出面投
案坦承殺人。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隨即頒布命案上訴決定，釋放阮姓男子，目前
正重新擴大調查全案，除了重新判處真兇，並且釐清相關官員的責任。
據報導，司法機關將對阮姓男子公開道歉並賠償。此案曝光後受到越南各
界高度關注，引起民眾不平。

(5).苦牢 27 年！英國最長冤獄ＤＮＡ還清白162
英國倫敦上訴法院 2009/03/18 日做出裁定，已經被關了二十七年的殺人疑
犯西恩．霍吉森，因為ＤＮＡ不同於死者身上取得的精液檢體，因此獲得開釋。
他與史蒂芬．道尼同為英國司法史上誤判最久的人犯，一樣被關了二十七年。
本案受害者是德瑞莎．迪．西蒙納，她在一九七九年在打工的酒吧外遭姦
殺，年僅二十二歲。警方事後在附近逮捕到霍吉森，他對神父及警方自白殺了
迪．西蒙納，而他的血型也與凶手一致，因此最後遭到判處終身監禁。但又名
羅伯特．葛漢的霍吉森在法庭審理後突然撤回自白，並始終拒絕認罪，因此一
直無法獲得假釋，才會從三十歲一直關到現在五十七歲。但他的上訴案最後終
於在去年獲得受理，且原判決遭到推翻。
他的律師楊格說，還好精液檢體樣本夠多，才能證明霍吉森與犯人ＤＮＡ
不同；而他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訪問時表示，
「三個樣本的ＤＮＡ都
來自同一個人，而且這一個人非常確定不是我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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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謊慣犯，自攬姦殺案；但為什麼霍吉森會在一開始自白殺人？楊格說，
霍吉森是個病態的說謊慣犯，不過這幾年的狀況已經好轉。而當年法庭的紀錄
也顯示，他曾經自首過幾百件刑案，包括他從來沒有犯過的竊盜案。早在十年
前霍吉森的律師就要求重驗檢體，但警方卻擺烏龍，告知他們檢體已經遺失；
若非律師鍥而不捨，案情恐難沉冤得雪。霍吉森依法可以申請冤獄賠償，估計
至少超過百萬英鎊（約台幣四千七百七十四萬）。

(6).監獄犯人遭到冤獄，格魯吉亞釋放大約三千名囚犯163
格魯吉亞議會通過立法，釋放大約 3,000 名監獄受刑人，對更多受刑人給予
減刑。格魯吉亞政府說，在前任政府執政期間，有許多監獄犯人被虐待或遭到
冤獄。
亞當局表示，許多被釋放的人是政治犯。首批囚犯將在星期日（2013 年 1
月 13 日）獲得釋放。去年十月格魯吉亞大選，監獄囚犯被獄警殘暴虐待的醜聞
導致前政府下台。
格魯吉亞總統的政黨在 10 月大選中落敗，他對大規模釋放罪犯予以譴責。

(7).冤獄 23 年獲釋，美國紐約男子心臟病發164
美國紐約男子藍塔（David Ranta）蒙冤坐牢 23 年，本週 2013-03-20 獲釋，
卻在出獄兩天後心臟病發，目前仍在醫院治療。
藍塔的委任律師蘇斯曼（Pierre Sussman）說，58 歲的藍塔昨天傍晚心臟病
發後，病情已穩定下來。蘇斯曼並未透露醫院名稱。
美國法院 20 多年前裁定藍塔殺害 1 名哈西德（Hasidic）猶太拉比，不過布
魯克林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犯罪確認小組推斷，藍塔一案含有致命瑕疵。
檢察官因此加入藍塔的辯護團，要求法院「基於正義」推翻藍塔的罪名。

(8).被警察設計，紐約男冤獄 19 年獲賠 990 萬美元165
美國一名男子被紐約警局兩個刑警設計，坐了 19 年的冤枉牢，獲得 990 萬
美元賠償，創了紐約民權官司的最高賠償紀錄。
現年 61 歲的（季普茲），曾經任職郵局，1986 年，被人指證殺害了一名妓
女，季普茲說，他確實曾與死者接觸，但是沒有傷害對方，由於他有違反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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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物管制法的前科，辯詞的可信度被打了折扣，他被判刑二十年。
幾年前，負責偵辦這個案子的兩名刑警，被發現與黑道掛勾，他們以警察
身分作為掩護，擔任黑道殺手，賺黑心錢，這兩個黑道刑警至少涉及八起謀殺
案，外加綁架和其他犯罪，兩人被判無期徒刑，季普茲委請律師，申請重新調
查他的案子，調查單位在黑道刑警的拉斯維加斯住處，挖出舊檔案，當初的目
擊證人翻供，承認是承辦刑警威脅利誘，指使他作偽證，讓季普茲替成了黑道
組織的代罪羔羊。
季普斯在 2005 年獲得釋放，接著控告紐約市府，本案庭外和解，2010/06/03
季普茲獲賠 990 萬美元，他準備用這筆錢來支付醫藥費和替孫子女繳學費，他
說，他坐了十九年的冤獄，總算老天有眼，重獲自由之後，他會把每一天都當
成人生的最後一天來過，至於那兩個設計他的警察，他祝他們長命百歲，好好
嚐嚐在牢裡面等死的滋味。

(9).印度男子，冤獄一蹲 19 年166
據印度媒體今天（2008/09/03）報導，印度北方省現年 47 歲男子（巴哈杜），
在 19 年前因參選地方選舉，遭對手誣告殺人未遂而被警方打入大牢後，又被警
方接連扣上違反槍砲法、違反藥品法等 67 項莫須有罪名，在獄中一蹲 19 年，
直到昨天才為法庭發現原來是冤獄一場。報導說，涕泗縱橫的巴哈杜在出獄後
表示，自己出身小農家庭，根本沒錢聘請大律師，而警方顯然也遭到對手收買，
把所有可能的罪名全都硬栽到他身上，使他成為別人眼中罪大惡極的慣犯。
報導引述未透露姓名人士的話說，眾所週知，當警方要抹黑一個人的時候，
最常扣上的帽子是「違反槍砲法」和「違反藥品法」罪名。入獄當年才 28 歲的
巴哈杜表示，當他努力打第一個「殺人未遂」官司時，不知道自己已經又背上
了許多罪名，直到在獄中第七年！
無語問蒼天? 當他不容易獲得法庭同意保釋時，卻又因第二個官司而未能
出獄。如此週而復始，19 年來，一個案子接一個案子，每在法庭審理一案判決
無罪後，巴哈杜仍必須蹲在獄中，等候下一案的審判。他表示，已經不知道被
審過多少案子。報導說，直到昨天，速裁法庭法官推斷巴哈杜根本是無辜的，
決定了結所有待審的案件，宣布巴哈杜無罪獲釋。當詢問巴哈杜是否要反告對
手或警方誣告時，他表示，即使告了又如何呢，誰又能補償他在獄中近 20 年年
輕歲月的損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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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國紐約市 5 名誤遭定罪，冤獄 41 年，獲賠 12 億167
美國《紐約時報》2014 年 6 月 19 日報導，美國紐約市府已和 1989 年「中
央公園慢跑攻擊案」中，5 名誤遭定罪且坐冤獄的男子達成和解，總共將支付
4000 萬美元（約台幣 12 億），以賠償 5 人在牢中度過的 41 年青春歲月。
這 樁 轟 動 紐 約 的 刑 案 ， 受 害 者 是 當 年 28 歲 的 投 資 銀 行 家 梅 里
（TrishaMeili）
。她在中央公園慢跑時，遭性侵和殘暴重擊，送醫後雖幸運生還，
但因腦傷嚴重，對當時經過幾乎毫無記憶。5 名嫌犯均為年紀介於 14 至 16 歲間
的少年，他們在經疲勞轟炸的審訊後全部認罪，但之後翻供堅持清白，稱遭警
方以強迫方式換得自白。1990 年，5 人遭定罪入獄。
本案當時引發媒體大肆報導，加上梅里是白人女子，5 名少年不是黑人就是
西裔，甚至掀起美國社會的種族衝突。孰料 2002 年，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在內部調查後發現，受害者身上的 DNA 和 5 名少年不符，一名殺人及連續性侵
犯雷耶斯坦承犯下此案，真相才終於大白。5 人雖然重獲自由，但已分別服刑 5
至 13 年，因此在 2003 年聯合控告紐約市府，要求 2.5 億美元損害賠償。紐約前
市長彭博在任期間，一直堅拒談和解，現任市長白思豪在競選期間，就以尋求
本案盡早達成庭外和解為政見。

(11).冤獄 17 年，美婦重獲自由168
據 2014 年 10 月 11 日媒體報導；美國 59 歲婦女梅倫（Susan Marie Mellen）
因謀殺罪坐牢 17 年後，法官今天推翻原判決。她的律師質疑當年主要證人證詞
的可靠性之後，法官做出這項判決。
洛杉磯高等法院法官阿諾德（Mark Arnold）撤銷這案件後，法庭響起一片
掌聲，梅倫向她的孩子送出飛吻。
梅倫因 1997 年戴利（Richard Daly）謀殺案被判終生監禁，戴利是被毆致死。
梅倫遭定罪主要是基於一名女性告訴法院，梅倫承認殺人。不過這名證人有位
擔任警察的手足說她「可能是我這輩子見過最會說謊的人」。然而這名證人已
於 2006 年去世。
法官下令儘快釋放梅倫。梅倫的女兒貝希（Jessica Besch）說，「這是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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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2014 年 6 月 21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86%A4%E7%8D%8441%E5%B9%B4-%E7%8D%B2%E8%B3%A012%E5%8
4%84-220021387.html
法新社 2014 年 10 月 11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86%A4%E7%8D%8417%E5%B9%B4-%E7%BE%8E%E5%A9%A6%E9%87
%8D%E7%8D%B2%E8%87%AA%E7%94%B1-103504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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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子最快樂的一天，感覺像是一場夢」。
我國刑事補償法（原：冤獄賠償法）
第 2 條（刑事補償之範圍）
依前條法律受理之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受害人亦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補償：
一、因行為不罰或犯罪嫌疑不足以外之事由而經不起訴處分或撤回起訴前，曾
受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無該事由即應認行為不罰或犯
罪嫌疑不足。
二、免訴或不受理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如
無該判決免訴或不受理之事由即應為無罪判決。
三、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免訴或不受理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收
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行，如有證據足認為無判決免訴或
不受理之事由即應為無罪判決。
四、因同一案件重行起訴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經不起訴處分、免訴或不受理判決
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或收容，且該同一案件業經判決有罪確定。
五、因同一案件重行起訴或曾經判決確定，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免訴或
不受理確定前，曾受羈押、鑑定留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
分之執行，且該同一案件業經判決有罪確定。
六、因死亡或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事由而經不付審理或不付保護處分之
裁定確定前，曾受鑑定留置或收容，如有證據足認為無該事由即應認無付
保護處分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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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收容人自殺篇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受刑人自殺之方法、場所：
一、縊死：
二、吞食毒物：
三、吞食異物：
四、割腕刺腹：
至於經常發生收容人自殺之場所，根據調查，不外乎是獨居房
（整日獨居，對情緒影響甚大）、違規房（鎮靜室）（因管教人員缺乏對角
疏導、排解）、病舍（精神錯亂或久病厭世）。收容二人之雜居舍房（房盥洗
室，利用通風口進行自縊）以及工場倉庫（置放作業工具及物料且平常管制，
收容人不得任意進出）。

(1).美國加州犯人絕食，官批准強迫灌食169
為了抗議獄政單位把幫派首領以及暴力犯長期隔離監禁的做法，美國加州
六座監獄的將近三萬名受刑人，從七月八號開始集體絕食，歷經將近七個禮拜，
目前還有七十名人犯在堅持，據 2013/08/20 媒體報導；監所已經取得法院准許，
必要時候，將強行灌食。
如果按照過去的政策，假使犯人簽有拒絕急救的醫囑，就算他們絕食致死，
監所也不能干涉。不過在取得法官裁准之後，所方可以視情況採取強制作為，
一個律師說，強迫灌食違反國際法。
加州目前大約有三千六百名人犯，被拘押在所謂的安全牢房裡，與其他犯
人隔離，被隔離監禁是因為在關押期間犯罪，也有的是因為在監獄裡拉幫結派。

(2).美國監獄禁錮案淫魔，疑窒息式自慰亡170

169
170

中廣新聞網 2013 年 8 月 20 日 http://tw.news.yahoo.com/加州犯人絕食-法官批准強迫灌食-033843561.html
法新社 2013 年 10 月 11 日譯者：中央社盧映孜 http://tw.news.yahoo.com/美禁錮案淫魔-疑窒息式自慰亡
-045003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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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美禁錮案淫魔， 疑窒息式自慰亡）

禁錮並性侵 3 名女子長達 10 年的美國男子卡斯楚死於獄中，而今天整個
駭人故事再添轉折。官員 2013 年 10 月 10 日表示，他在獄中可能是死於「窒息
式自慰」。
來自俄亥俄州克里夫蘭的 53 歲男子卡斯楚（ArielCastro）8 月被判終身監
禁，外加 1000 年刑期，9 月在獄中身亡，當時被認為是自殺。俄亥俄州州立監
獄內部調查結果報告詳述他的死因細節。
卡斯楚的遺體被發現吊在牢房窗戶鉸鏈上，不只床單纏頸，褲子和內褲都
脫到腳踝。報告說：
「目前還不清楚這項發現的相關性。」報告還說會把這些細
節「轉達俄亥俄州公路警察，以供考慮窒息式自慰的可能性」（如圖 45.）。
報告指出，卡斯楚未留下遺書，也沒跡象顯示有自殺傾向，還說現場沒有
其他證據顯示他尋死的動機。由於卡斯楚的狀況特殊，獄警必須每 30 分鐘就檢
查他的狀況，但調查發現，獄警並未落實且偽造值勤紀錄。
然而監控錄影顯示，獄警當晚 8 時 45 分曾按規定檢查，9 時 15 分再度檢查
時，發現卡斯楚吊死在牢中。

(3).自殺未遂還得坐牢，印度司法部法律委員會，籲廢不人道條171
印度每年死於自殺的人口高居世界第二，平均每年約有十二萬人死於自
殺，僅次於中國。但在印度，自殺如果成功，也就一了百了，不再有任何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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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如果未遂，則不但心理痛苦萬端、感覺沒面子，還得依刑法第三零九條「自
殺未遂」的罪名，繫獄一年，並科罰金。
有鑑於此，印度司法部法律委員會今天（2008/10/26）在送交司法部長巴德
瓦吉的一份報告中建議，應該廢除「不人道」的三零九條款。報告說：
「有自殺
意圖者，精神己屬病態。自殺未成，心理已然蒙受重大痛苦與恥辱，若再加諸
法律懲罰，情何以堪。」
依據印度刑法第三零九條款，
「自殺未遂或有任何意圖自殺行為者，均視為
罪犯，得處以至多一年有期徒刑並科罰金。」
法律委員會在報告中為自殺未遂者辯護說，生命是神賦予的禮物，每個人
均得以保有，不得提前終結。但當處於極端困境的人，試圖結束自己的痛苦而
未能如願時，法律還要懲罰，未免殘酷且有悖情理。報告說，對於一個遭受家
庭不和、工作失敗、生計困難或伴侶死亡等各種絕望因素而興起自殺意圖者，
都應該給予同情、慰問和適當的精神治療。
三零九條款等同鼓勵有自殺意圖者務必自殺成功。這份題為「自殺意圖的
合法化與人道化」報告說，廢除「不合時宜」的三零九條款，可以拯救許多人
的生命，可以紓解自殺未遂者的沮喪。
報告同時指出，歐洲與北美國家都已廢除類似的條款，而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預防自殺協會以及印度精神病學會等機構，也都支持廢除三零九條款。不
過，提出這份報告的法律委員會首席法官拉克什曼蘭在報告中強調，「凡是協
助、唆使或鼓勵」他人自殺，或使之產生自殺意圖者，則應給予重罰。
據印度衛生部最新估計，印度每年自殺死亡人口約十二萬人，有自殺意圖
者約四十萬人。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報告也指出，印度與中國是全球自殺率最高
的國家，中國每年平均每十萬人有九十九人自殺，印度則是每十萬人有九十八
人自殺。
按：依研究；收容人自殺事故之防範對策：
(1).揚棄凌虐人犯之陋習。
(2).舒解矯正機構擁擠之情況。
(3).加強安全檢查，杜絕違禁物品流入。
(4).落實勤務交接，掌握勤區人犯動態。
(5).舉行生活座談會，暢通溝通管道。
(6).強化調查分類功能，篩選出高自殺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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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輪暴犯之死，傳歸咎獄方疏失172
印度媒體今天（2013 年 3 月 17 日）報導，去年 12 月新德里巴士輪暴案嫌
犯之一 11 日在獄中死亡，官方調查將他的死因歸咎於獄卒未嚴加看守。
去年這起致命攻擊案共有 6 名嫌疑人，公車司機芮姆（Ram Singh）是其中
之一，此案還引發印度各地大規模抗議。芮姆被捕後一直待在提哈監獄（Tihar
Jail），11 日上午被發現陳屍在戒備森嚴的牢房中。
「印度斯坦時報」
（Hindustan Times）引述不具名消息人士報導，政府下令
調查芮姆死因發現，3 名獄卒怠忽職守，未好好看守芮姆。
看過機密調查報告的消息人士告訴印度斯坦時報，負責在 10 日晚上看守芮
姆的獄卒並未到班。這名消息人士說：「當晚沒有人看管。」
另 1 名消息人士告訴印度斯坦時報，監視器畫面顯示，另 1 名原本應該巡
視囚房的獄卒根本沒有離開辦公室。
獄方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調查結果還要細查，拒絕提供更多細節。芮姆
將繩圈掛上囚房天花板鐵柵欄上吊，卻沒有驚醒同牢房其他囚犯，也沒引起獄
卒注意，死因啟人疑竇，獄方遭到強烈質疑。
上週驗屍結果證實芮姆是上吊而死，但並未解答芮姆是遭到謀殺還是自殺
的問題。獄方堅稱他是自殺。芮姆與其他 4 名男子及 1 名 17 歲少年，被控於去
年 12 月 16 日誘騙女大學生上公車，之後輪暴並殘忍攻擊女大生致死。
受刑人陳情，申訴及視察權利：
聯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第 36 條規定：「(1). 除假日外應許在監人向機關長
官或其受命人員為請求或申訴的機會。(2).視察人員蒞臨視 察時，在監人應提出
請求或申訴並許其有機會在無機關長官或其他人員在場的情況下與察人員講。
(3).經由合法之途徑與適當之方式，在監人得向中央主官監獄官署、司法機關或
其他適當機關提出請求或申訴，其內容應不受檢查。(4).陳訴或請求，除顯屬瑣
碎或毫無理由外，應予迅速處理 與批答，不得無故延擱。」

(5).日研究：罹癌 1 年內，自殺風險激增＞（矯正機關罹癌收容人
之管理參考）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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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2013 年 3 月 17 日（譯者：中央社鄭詩韻）http://tw.news.yahoo.com/印輪暴犯之死-傳歸咎獄方疏失
-080502764.html
聯合報╱東京記者雷光涵／2014.04.22 日研究：罹癌 1 年內 自殺風險激增 | 國際萬象 | 全球觀察 | 聯合新
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630225.shtml#ixzz2zfD2z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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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立癌研究中心經過廿年的追蹤調查，發現日本人被診斷罹癌一年內
的自殺危險性，是其他有自殺傾向者近廿四倍，遠高於瑞典的三倍。
「每日新聞」2014.04.21 報導，癌研究中心從一九九○年起對九個府縣四十
到六十九歲、約十萬人進行大規模疫學調查；直到二○一○年底，調查對象有
五百六十一人自殺死亡，其中卅四人被診斷罹患癌症。若把癌症患者以外、有
自殺危險因子的人設為一，則確診一年內自殺的危險性是廿三點九，不過確診
一年以後，危險指數降為一點一，差別不大。
瑞典針對六百萬人做過調查，確診一周內的自殺危險性是十三倍，一年內
是三倍。不過歐美研究也發現，早期癌患者的自殺危險性低，這次日本的調查，
未細分癌症進程與自殺關連。
日本兩人中有一人可能罹癌，占全國死亡原因的三成；隨著醫療愈來愈先
進，二○○三到二○○五年的五年存活率超過五成，早期發現的五年存活率更
達到九成。分析這分報告的國立精神．神經醫療研究中心研究員山內貴史說，
「癌
症給一般人的印象是死亡，確診後的精神衝擊、因治療而改變的生活型態，以
及部分人因而失業等多重因素，造成自殺機率偏高。」他表示，醫師應該對病
人充分說明癌症治癒機率增加等，給予更完善的心靈支援。

(6).英國大學研究網絡對自殺的影響174
互聯網對於防止自殺形成了挑戰。英國布里斯托大學將開始一項關於互聯
網對自殺影響的研究。英國官方公布 2012 年英國有將近 6 千人自殺。 這將是
首次接觸那些上網並產生自殺想法的人進行的研究。布里斯托大學的研究人員
將同救助者一起進行這項開創性的研究，了解互聯網在人們產生自殺想法當中
的作用。
許多自殺案例，包括有才華的 15 歲的芭蕾舞少女威爾遜 Tallulah Wilson），
都和自我傷殘和自殺網站以及相關的社交論壇有關。全國統計局今天（2014 年
2 月 18 日）發佈的統計數字表明，在 2012 年有 5,981 名年齡在 15 歲或以上的
人自殺。
研究的負責人布羅斯托大學社會和社區醫學學院的露西·彼得爾說，早就該
進行這樣的研究。她認為互聯網提供了很多有關信息，可能導致自殺風險增加，
因為在社交媒體和聊天室內傳播了許多用戶自己製作的有關信息。 她說，對這
些網絡內容進行管理難度很大。更有效的辦法是要努力去了解為什麼人們上
174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4 年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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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他們在網絡訪問那些地方，這樣就能引導防止自殺的努力，關注那些脆弱
的網絡用戶。
這項研究獲得了健康政策研究項目部的資助。
自殺是美國第 11 大死因，佔所有死亡人數的 1.2%。而自殺是台灣第 9 大死因，
佔所有死亡人數的 2.2%。美國每天約有 80 個人自殺身亡，大約每 18 分鐘就有
一人死於自殺；每一分鐘都有人正嘗試自殺。台灣每天約有 8 個人自殺身亡，
大約每 3 小時就有一人死於自殺。自殺身亡的男女比例，美國是 4:1，台灣 3:2，
法國則為 3:1。嘗試自殺的女性人數比男性多。美國是 2 倍，台灣則是 1.7 倍。
美國每年每十萬人口中有 15 人自殺身亡，台灣約 13 人，法國為 17 人，中國為
23 人，而俄羅斯每十萬人口中有超過 35 人自殺。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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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容人違禁品篇
(1).貓咪成信差，中歐摩爾多瓦監獄偷渡違禁品175
又一起貓狗偷運違禁品到監獄，這次發生在中歐國家摩爾多瓦（Moldova），
當地潘尼坦夏魯羅第 9 監獄（Penitenciarului Nr 9），日前（2013 年 10 月 19 日）
傳出獄警發現一隻行蹤詭異灰白相間的貓，這頭貓會定期穿越監獄外牆下方的
洞，進入監獄中，而且脖子上都會帶著一個特殊項圈。
獄警抓回這頭貓，拆解項圈後發現裡面藏有 2 包大麻，當局 18 日表示這頭
貓應是鄰近村民訓練，用來運送物品給監獄中的犯人，目前正循線調查訓練者
到底是誰。

(2).巴西監獄老大，遙控犯罪，賺千萬美元176

（圖 45 之 1.

巴西監獄幫派份子放封時，被監控情形）

根據今天（2013 年 10 月 12 日）公開的官方報告，巴西監獄幫派「第一資
本指揮部」
（PCC）勢力強大，在全國經營非法事業，每年營收達 6000 萬美元，
觸角遠及鄰國玻利維亞與巴拉圭。
這個幫派的領導階層在聖保羅州（Sao Paulo）的監獄遙控犯罪，全國 26 州
中，他們在 22 州及首都巴西利亞都設有據點。一般認為，第一資本指揮部是巴
17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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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最大犯罪集團之一。
「聖保羅州報」
（Estado de Sao Paulo）引述聖保羅州檢察官撰寫的報告說，
第一資本指揮部組織龐大，設有不同單位，互相協調毒品交易行動、刑事犯罪、
提供幫派成員司法辯護並管理財務。這個幫派成員超過 1.1 萬，其中 6000 人目
前身陷囹圄。（如圖 45 之 1.）
聖保羅檢察署不評論這篇報導。報導說，沒有入獄的罪犯組成「董事會」，
負責這個犯罪集團的每日運作。巴西去年底爆發一連串暴力事件，造成 300 多
人喪生，包括數名警官，一般認為，應該是第一資本指揮部所為。

(3).波士尼亞囚犯飛鴿傳毒，鴿子也成籠中鳥177
據 2008/08/02 媒體報導；波士尼亞幾個囚犯企圖利用鴿子，把毒品走私進
監獄，結果害鴿子也成了籠中鳥。
那間戒備森嚴的監獄，為了教化人犯，鼓勵他們餵養鴿子，沒想到有人竟
然和親友串通，利用鴿子來運毒，同住一間牢房的四個犯人，有一天被發現像
喝醉酒似的，走路東倒西歪，一名獄警在牢房的鐵窗上發現一隻鴿子，他們懷
疑鴿子被當成了運毒的工具。
四名人犯驗血確定有毒品反應，鴿子被抓了起來，獄方不知道該怎麼處理
那隻鴿子，決定暫時把牠關起來。

(4).棺材內偷塞手機，運進墨西哥監獄被發現178
墨西哥首都墨西哥城，在前天（2013 年 08 月 02 日）發生一名受刑人的母
親棺木運進監獄時，刑務人員發現棺材內被偷放手機，目前已對這名受刑人及
親屬進行調查。
據了解，當地法律規定若受刑人家屬死亡，可以讓棺木運進監獄，讓受刑
人見死者最後一面。而這名受刑人疑似利用這份權利，企圖偷將手機運進監獄，
但最後還是被刑務人員發現。
墨西哥前日發生棺材內偷塞手機，運進監獄時被發現。

(5).俄羅斯監獄犯人，用小貓把手機帶進監獄179
俄羅斯監獄犯人試圖用小貓把手機帶進監獄，被監獄警衛發現。
這件事發生在俄羅斯東北一個監獄。日前（2013 年 6 月 2 日）警衛人員在
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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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四周巡邏時，發現一隻小貓，好像身上掛駐著東西。他們抓住小貓仔細看，
發現有人把幾隻手機和電池充電器，用膠帶黏在小貓肚子上，顯然有人試圖用
小貓把這些物品帶進監獄，獄方已經展開調查。
今年（2013 年）一月份，巴西一處監獄也曾發生類似的事，當局抓到一隻
貓，身上綁了手機、電池、耳機以及螺絲起子、鋸條。

(6).委內瑞拉，極樂監獄，菸酒毒色全包180
世界上最快樂的監獄在哪裡呢?南美洲的委內瑞拉豔陽高照，有人在游泳池
戲水，有人聽台上歌手表演，不說還真的看不出來，這裡其實是 1 座監獄，位
在 1 座小島上的委內瑞拉大型監獄聖安東尼奧。
據 2013 年 5 月 10 日媒體報導；這裡主要關的是毒品走私犯，總共大約有
2000 名受刑人，人權組織向媒體爆料，聖安東尼奧監獄裡面，有酒、有槍、有
毒品，甚至還有 1 座簡單的鬥雞場。
更誇張的是，最新娛樂設施是 1 座舞廳，可以容納 600 人下場同歡，這座
監獄不是第一次登上國際媒體，紐約時報 2011 年就在報導中說過，這裡簡直像
監獄版的花花公子總部，人權組織表示，真正掌控監獄大小事的，是這位毒品
走私犯羅德里奎茲。
這張照片中，跟羅德里奎茲狀甚親密的就是監獄部長，可見這位大哥根本
不怕政府公權力，諷刺的是，也許就是聖安東尼奧的生活太開心，這裡的暴力
和兇殺事件發生率，反而比委內瑞拉大部分的監獄還要低！

(7).印尼涉貪高官，獄中手機傳詩作181
印尼監獄管制漏洞又一樁。印尼政府明定監獄囚犯不得使用手機，日前
（2013/05/05）因涉貪入監服刑的印尼前刑事局長蘇思諾卻能將獄中詩作用手機
傳送出去。
印尼司法及人權部重申規定，禁止所有囚犯攜帶手機入監，包括前任的高
階政府官員在內。
司法及人權部發言人貢山（Goncang Raharjo）向「雅加達環球報」（Jakarta
Globe）表示，根據規定，不應該有手機帶進監獄。這項規定適用於所有人，即
使有一天前總統入監，也必須比照辦理，更遑論蘇思諾（Susno Duadji）。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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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思諾據稱在監獄裡寫了一首詩，透過黑莓機傳送給他的律師。他的詩作
取名為「弦月星星」
，蘇思諾在字裡行間描述他對印尼法律的看法，以及他認為
印尼法律被扭曲，用來起訴無辜的官員。
蘇思諾在詩中表示，他會服完刑期，但他也請求神明展現力量給邪惡之輩
瞧瞧。蘇思諾的律師表示，他不知道蘇思諾如何能夠在監獄裡使用黑莓機，要
求記者應該去問司法及人權部相關細節。
貢山表示，司法及人權部副部長丹尼（DennyIndrayana）最近發起一項計畫，
打擊印尼監獄中使用手機、勒索及非法藥物等種種惡行。
事實上，蘇思諾並非唯一在獄中使用手機的公眾人物。因涉及巨港東南亞
運動會選手村工程貪汙案入監的前印尼選美皇后、國會議員安潔莉娜
（AngelinaSondakh）除了在獄中照樣享有美容服務外，她也在獄中使用手機。

(8)巴西監獄神貓當「車手」，運違禁品進牢房幫囚犯逃獄，貓咪
被捕182

（圖 46. 巴西一座監獄的囚犯家屬，日前將鋸刀刀片與手機等違禁品社，以膠
帶綑綁在一隻貓身上，企圖藉此將這些越獄工具送入獄中，結果半
途就被眼尖的監獄管理員發現。法新社）
巴西巴西一座監獄的大門警衛，上周跨年夜發現一隻白貓穿越閘門時身形
古怪，走近察看發現，貓咪腹部竟用膠帶纏著手機、挖鑿工具，顯然企圖把違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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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品走私入獄，貓咪隨即被「逮捕」（如圖 46.），獄方還在追查主謀者。
這隻貓咪常在巴西東北部阿拉皮拉卡市的監獄出入，目前獄中共有 263 名
囚犯。獄方割開纏繞貓咪的膠帶後，發現裡面有 1 支手機、耳機、電池、充電
器、4 支小型金屬鋸和 2 個電鑽頭。
無法對質找主謀；監獄主管蘇薩表示，這隻貓是獄囚一起養大的，有時會
和探視囚犯的家屬回家，推測有人訓練牠協助走私逃獄工具，「訓練小動物帶
著物品返回監獄的招數，讓大家都很吃驚。」
監獄發言人對當地《聖保羅州報》表示：「貓咪不說人話，很難找到此案
的主謀者。」這隻貓咪目前已轉送動物中心收容。

世界真奇「貓咪」走私越獄工具進大牢，貓咪當場被抓包183；
巴西媒體 2013 年 01 月 5 日報導，該國東北部一座監獄的管理員，日前「查
獲」一隻背著手機與越獄工具的貓咪，疑似是異想天開的囚犯及其家屬想利用
貓把違禁品運入監獄。
該監獄管理員工會主任艾維里諾告訴當地「環球報」（O Globo），一名管
理員在元旦當天，看到一隻白貓身上綁著膠帶穿過監獄大門，因為覺得怪怪的，
便走上前看個仔細，結果發現貓背上馱著一包東西，裡面有鋸刀刀片、鑽水泥
與挖地道的鑽孔零件，以及一支附有電池、充電器與儲值卡的手機。
經囚犯家屬專業訓練；監獄管理員蘇薩告訴 G1 新聞網，這隻貓是囚犯養
的，囚犯家屬通常會在探視過親人後順便把貓帶回家；至於訓練貓咪自己回監
獄，甚至將其當成快遞運送東西，「我們很驚訝囚犯會搞出這種新招。」這隻
貓經常被看到進出這座監獄。
警方目前正在調查是誰想利用貓把越獄工具送入監獄，但難度頗高，因為
「貓不會說話」。目前這座位於阿拉戈阿斯州阿拉皮拉卡市（Arapiraca）監獄
內 263 名人犯，全都被視為嫌犯；「共犯貓」則被送至動物疾病中心接受治療。

(9).送違禁品入泰國中央監獄，遙控直升機墜毀184
一架直升機 2011/09/25 日在泰國拉查武里的考賓中央監獄外墜毀。這件事
非關逃獄也不是恐怖攻擊，因為墜毀的只是一架無人遙控直升機。儘管如此，
警方在墜機現場發現顯然是這架直升機運送的七具手機、四具衛星電話、六張
通話卡、八個手機電池。這些東西的市價大約泰銖三百萬（約與台幣等值）
，如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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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順利偷運進監獄，價格立即跳升為一千萬泰銖。
拉查武里警察總監盛猜少將表示，獄方早已獲得線報，有人計畫偷運通訊
器材進入監獄，只是沒料到竟然是「空運」
。什麼人需要用這些通訊器材？當然
是關在考賓監獄的囚犯，他們身在獄中，但繼續掌控獄外的不法活動，牟取暴
利，靠的就是手機、衛星電話。
考賓監獄是泰國最高警戒的監獄之一，關押許多毒販，也是全泰國第一個
裝設無線行動電話訊號干擾系統的監獄，原因就是有太多手機被走私進監獄。
走私方法也無奇不有。前一陣子，泰國警方在另一座監獄附近逮捕一名青
年，當時他準備利用保特瓶製成的「火箭」，把幾具手機射進監獄裡。

(10).美國一肥胖犯人夾帶手槍入獄，搜身未被發現185
據 2009/08/08 媒體報導；美國一名重兩百五十多公斤的超胖犯人夾帶槍枝
入獄，雖然警衛進行搜身，但都沒有發現。
25 歲的男子「維拉」在德州休士頓販賣盜版 CD 被捕，他將一把沒有子彈
的手槍夾帶在他腹部的肥肉中，警方將他送進休士頓市立監獄時，警衛對他搜
身四次，都沒有發現這把手槍，隨後「維拉」被轉送到「哈里斯郡」監獄，也
沒有查出槍枝。
最後是在犯人前往淋浴時，「維拉」才告訴警衛說，他身上有一把槍。休
士頓警長表示，這件事讓警方上了寶貴的一課，教會員警以後要將犯人的肥肉
掀起來查看，才不會有任何遺漏。不過，警長說，以前他們也沒碰過這麼胖的
犯人。

(11).陰道藏槍闖美國監獄，失主要漂洗186
19 歲的女子亞契在陰道藏了 1 把手槍進監；美國田納西州警方周一下午在
公路上攔下 19 歲的女子亞契（Dallas Archer），發現她的駕照因為欠繳罰款被
吊銷，將她押回監獄。但是在搜身時，警方發現她的下體處有異狀，因此進行
全身體腔搜身，在她的陰道發現 1 把荷有實彈、約 10 公分的手槍。
據 2014 年 04 月 26 日媒體報導；警方找到手槍失主，是今年 70 歲的沙瑟
（JohnSouther）；他說槍是去年從他的車上失竊。亞契被警方攔下時，怕被手
槍曝光，臨時起意藏匿私處；她因為犯下持有贓物、非法擁槍，以及攜帶違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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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新聞 2009/08/08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4 月 26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426/35792539/%E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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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監，裁定 6 千元美金（約 18 萬 1 千元）交保。而失主沙瑟說，他的愛槍要
價 250 美金（約 7500 元台幣），他會用漂白水幫它洗澡。

(12).扯！泰國監獄囚犯，吞 20 個毒品「保險套」187
疑在胃中爆掉慘死獄中；扯！泰國一名囚犯日前為滅證，竟吞下 20 個裝滿
毒品的保險套，慘死獄中。
據《Bulawayo24》網站報導，泰國囚犯艾努肯（Anukoon Pasook）將 20 個
裝滿毒品的保險套吞下，在獄中慘死。每個保險套內都裝滿 165 克左右的非法
物質，調查後推斷應是 1 個或多個保險套在艾努肯的「胃中爆掉」導致死亡。
據據 2014 年 7 月 1 日媒體報導所述，艾努肯預定在隔天開庭，為湮滅持有
毒品的證據，情急之下，才會將 20 個藏有毒品的保險套吞下肚。

(13).遙控飛行器攜帶毒品飛進愛爾蘭麥田監獄188
2014 年 6 月 24 日（上週二），一架四軸遙控飛行器飛進都柏林西部克朗多
金（Clondalkin）的麥田監獄（Wheatfield Prison），給在押犯人傳遞毒品。 6
月 24 日上午 11 點左右，這架安裝了准專業攝相機的飛行器降落在麥田監獄的
操場裡。一夥犯人跑到降落地點從飛行器上取下毒品時被獄警看到。犯罪人員
在試圖操縱飛行器逃脫獄警離開時失手，飛行器撞到操場上方的綫纜後摔落。
這些綫纜是 1973 年 10 月蒙特喬依監獄（Mountjoy Prison）三名在押人員被直升
機救走後架設的，以防此類越獄事件再次發生。
據悉，事發時一夥犯人在操場等待飛行器到來。相關的犯人已被隔離處罰。
獄警懷疑其中一名犯人吞下了毒品。
業內人士表示，最基本型號的四軸飛行器、攝像機和遙控裝置的價值大約
合計 1,100 歐元。警方表示，從攝像機中的安全數位卡中取得的綫索和飛行器、
攝像機上的指紋對抓獲主謀有很大幫助。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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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ws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2014 年 7 月 1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6%89%AF-%E7%94%B7%E5%90%9E20%E5%80%8B%E6%AF%92%E5%93%8
1-%E4%BF%9D%E9%9A%AA%E5%A5%97-%E7%96%91%E5%9C%A8%E8%83%83%E4%B8%AD%E7%8
8%86%E6%8E%89%E6%85%98%E6%AD%BB%E7%8D%84%E4%B8%AD-084007777.html
大紀元 2014 年 07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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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容人死刑執行篇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死刑執行之國際趨勢：
死刑一向是被認為是最具威嚇效果的刑罰，但也因其剝奪生命權，一直以來即
存有爭議，1989 年聯合國通過死刑廢止條約，1991 年生效，開啟了國際廢止死
刑的運動，之前，區域性的廢除死刑運動已先於歐洲發生，1985 年所通過的歐
洲人權公約，其第一條即明文死刑的廢除，任何想加入歐盟的國家，重要的前
提即是死刑的廢除。相較於國際的死刑廢止趨勢，亞洲國家的態度顯得保守，
如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皆仍保有死刑的情況看，亞洲與世界死刑廢除
的趨勢似乎是存有脫節的狀況。

(1).國際特赦：2013 年全球死刑數增加189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2014-03-27）公布 2014 全球死刑判決與執行報告，去
年全球共執行 778 件死刑，高於 2012 年的 682 件，中國大陸仍是全球執行死刑
最多的國家。
總部位在倫敦的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中指出，去年全球共執行 778 件死刑，
高於 2012 年的 682 件。中國大陸不公開具體人數，推算每年有數千件，是全球
最多；伊朗以至少 369 件，排名第 2；伊拉克 169 件，排名第 3；第 4 是沙烏地
阿拉伯的 79 件，第 5 是美國的 39 件，索馬利亞以 34 件排名第 6。
國家特赦組織專家桑喬治（Chiara Sangiorgio）告訴中央社記者，台灣曾承
諾將朝廢除死刑的方向努力，但去年處決 6 人，並判決 7 個新的死刑。
桑喬治指出，台灣在執行死刑時沒有依循國際法律標準，過程並不透明，
死刑犯的家屬只有在死刑執行後才被政府通知前往停屍間領屍，政府應於執行
死刑前告知家屬、律師及社會大眾。
她說，亞洲其他國家的進展包括：新加坡去年沒有執行任何死刑，南韓已
16 年未執行死刑，馬來西亞推動部分死刑改革，蒙古國會也考慮推動完全廢止
死刑的法案，泰國已將廢除死刑列入第 3 次全國人權行動計畫。
總部位在倫敦的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台灣，停止死刑。
2013 全球死刑處決 778 人，台灣 6 人排名 11190；總部位於倫敦的國際特赦
組織今日（2014 年 03 月 27 日）公布「2013 全球死刑判決與執行報告」
，報告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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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14-03-27 記者黃貞貞倫敦 27 日專電
蘋果日報 2014 年 03 月 27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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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去年全球已知被執行死刑處決人數增到至少 778 人，高於 2012 年的 682 人。
報告中列出第 2 位至第 5 位的處決人數國家，依次為伊朗（至少 369 人）、
伊拉克（169 人）
、沙烏地阿拉伯（79 人）
、美國（39 人）
，台灣去年處決 6 人，
排名第 11，而報告指儘管不公開具體數字，但推算中國去年執行死刑人數達數
千宗，成為全球之冠。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持續將死刑數和處決數視為國家
機密」
，因此無法提供具體的數字，但推算去年處決了數千人，多於其他國家的
總和。

(2).誰販毒？難分辨！馬來西亞孿生兄弟逃過死刑191
馬來西亞一對孿生兄弟因為長得太像，法庭無法判定究竟哪一位才是被警
察人贓俱獲的毒販，結果因此逃過死刑。
這對同為廿七歲，分別名為薩蒂斯及薩巴利拉雅的兄弟在法院作出判決之
後，當庭喜極而泣。
馬國警方是於 2003 年在兩兄弟之一駕車運送 166 公斤大麻及兩公斤生鴉片
到一處屋子時，當場人贓俱獲。緊接著，另一位孿生兄弟也趕到現場，同樣也
被警方逮捕。
結果帶回警局之後，兩人都否認自己是那位運送毒品的人。離奇的是，這
兩位兄弟長得幾乎一模一樣，警方已經完全無法分辨究竟哪一位才是先前遭人
贓俱獲的那一位，哪一位是後來趕到的。
除了執行逮捕的警方人員無法指認之外，連ＤＮＡ檢測也無法找出哪一位
是嫌疑犯。
吉隆坡法院日前 2009/02/06 就本案件進行審理，庭審法官指出，控方無法
確實舉證，究竟孿生兄弟中哪一位先被逮捕。馬國《新海峽時報》在報導中引
述法官的話指出，
「我不能要求沒犯錯的那一位（孿生兄弟）來為自己辯護，更
不能把未犯錯的送上絞架」。
兩兄弟因此逃過死刑。在馬來西亞，販毒是唯一死刑罪。

(3).日本死刑犯被關 46 年後獲准重審19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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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09/02/08
英國 BBC 新聞 2014 年 3 月 2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3/140327_japan_death_row_retri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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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褲田岩的姐姐褲田秀子一直在為弟弟申冤）

日本一男子被判死刑經過 46 年後獲得法院准予重審，據信他是世界上等待
死刑最法制度非常依賴犯久的囚犯。現年 78 歲的褲田岩因為涉及靜岡縣一家四
口遇害案（褲田事件）而在 1968 年被法院判處死刑。
日本司罪嫌疑人的自白來起訴和定罪，但批評者指出警方取得嫌疑人自白
的程序經常有瑕疵。褲田岩當時在被警方偵訊 20 天之後自白，但後來出庭受審
時推翻自白，表示自己遭到警方刑求。
前職業拳手褲田岩被指控於 1966 年在受雇的味噌工廠殺害雇主、妻子和子
女四人，並放火焚燒。警方在褲田岩的員工宿舍房間內找到 5 件沾染血跡的衣
服，並以此作為定罪證據。
但辯護律師提證顯示，沾染血跡衣物的 DNA 鑒定結果與褲田岩的 DNA 不
符。審判長村山浩昭在宣佈決定理由時表示，根據 DNA 鑒定結果，可以認定「這
些既不是被告的衣物，也不是作案時穿著的衣物」。
當年審判此案的其中一位法官也公開表示，他相信褲田岩是無辜的。褲田
被判死刑後一直要求重審。他也成為了日本歷史上第 6 名獲得重審機會的確定
死刑犯。褲田岩的姐姐褲田秀子（81 歲）2008 年向法院提出了第二次重審請求，
2014 年 3 月 27 日媒體報導；法院的決定令她感到無比欣喜。
辯護律師團團長西島勝彥則稱：「褲田的熱切心願終於實現了。」

184

(4).「等死」25 年後，美國一死囚無罪獲釋193

（圖 48. 福特說，我失去了 30 年的生活，我在 35、38 歲可以做的事情永遠不
可能做了。）
美國路易斯安那州一名男子在監獄等待執行死刑 25 年後，謀殺罪原判被推
翻獲釋。這名叫格林·福特的男子現年 64 歲，他被控在 1983 年謀殺一名叫羅薩
曼的 56 歲的首飾匠罪名成立。
美國媒體報道說，福特是現代歷史上後來被改判無罪的等待執行死刑時間
最長的人。自 1988 年以來，福特一直在等待執行死刑的囚犯名單上。福特一直
堅稱他沒有殺害羅薩曼。
2014 年 3 月 11 日在被記者問到，離開路易斯安那的重刑犯監獄時是什麼感
覺，福特說，「我感慨萬千，但很高興」。他說，他的確有些憤懣，因為他被關
了近 30 年，他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被剝奪了。
福特說，我失去了 30 年的生活，我在 35、38 歲可以做的事情永遠不可能
做了。我進監獄時兒子還是個嬰兒，他現在都有了自己的孩子。福特的律師說，
在有新證據證明福特一直堅稱的他與羅薩曼的謀殺無關後，他的死刑判決被法
院推翻。
羅薩曼的家屬也對福特的無罪獲釋表示歡迎。根據美國的州法律，被關入
監獄服刑的人如果被改判無罪釋放，可以獲得賠償。賠償的標凖是，每蹲冤獄
一年，可獲 25000 美元賠償，累計到最高 25 萬美元上限。另外還可以獲得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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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萬美元的「青春損失費」。

(5).刑前無法康復，美國死囚器捐遭拒194
美國俄亥俄州 1 名死刑犯希望能在受刑前捐出器官給家人，但遭當局拒絕，
理由是這名死刑犯無法在行刑前康復。美聯社 2014 年 3 月 22 日報導，40 歲的
菲力普斯（Ronald Phillips）（如圖 49.）將在 7 月 2 日接受死刑，如果要在行刑
前康復，菲力普斯必須在 23 日完成捐贈手術，不過由於菲力普斯尚未完成捐贈
相關手續，故無法在兩天後開刀。
俄亥俄州表示，當局有義務確保死刑犯在行刑前健康無虞。犯罪矯正當局
發言人表示，任何接受手術的死刑犯，基於人道理由必須先復原。根據俄亥俄
州公布的文件，當局已經在兩個月前就提醒菲力普斯這個月 23 日的期限，這次
在信中告知菲力普斯的律師，
「你的客戶與他的母親沒有配合推動程序的行動」
。
菲力普斯去年 11 月表示希望捐腎給正在洗腎的母親，若有可能也想捐贈心
臟給他的手足。監獄當局拒絕這項要求，但俄亥俄州州長凱西克（JohnKasich）
同意延後死刑至 7 月 2 日，讓當局評估是否有可能捐贈。

（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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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 菲力普斯）

中央通訊社 2014 年 3 月 22 日（中央社俄亥俄州哥倫布 21 日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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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國死刑犯行刑，新致命藥物死法殘酷195
美國俄亥俄州一死刑犯 53 歲的丹尼斯麥奎爾（Dennis McGuire），當地時間
2014 年 01 月 16 日早上 10 點過後正式行刑，獄方讓他注射鎮定劑 midazolam 和
止痛劑 hydromorphone 兩種藥物混合，可導致缺氧致死，注射後會感受到巨大恐
懼和痛苦，逐漸無法呼吸而死亡，麥奎爾注射後痛苦掙扎，整個過程約費 15 分
鐘才結束他的性命，麥奎爾的家人親眼目睹整個過程，就在執行前，麥奎爾和
家人說「我要去天堂了，到時我們天堂見」。
先前歐洲藥廠禁止美國監獄使用他們製造的藥物執行死刑，美國各州被迫
尋求新的藥物，這次執行死刑的藥物是美國史上首次使用，從麥奎爾的例子看
來，俄亥俄州官方可能得檢討這兩款藥物是否妥當。麥奎爾 1989 年強暴並刺殺
當時 22 歲的喬伊史都華，1994 年被定罪判刑。

(7).民調：美國人對死刑支持率，創 40 年來最低196
2013 年 10 月 29 日公布的一項蓋洛普（Gallup）民調顯示，儘管大多數美
國人仍然支持死刑，但是死刑在美國的支持率已降至 40 年來最低。
這項調查指出，60%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支持對被判刑的殺人者行刑，是自
從 1972 年 11 月調查時的 57%支持率之後最低的一次。
這項調查是在 2013 年 10 月 3 日到 6 日針對 1,028 人進行，正負誤差 4%。
在 1994 年之前，每 10 個美國人之中就有 8 人支持死刑，在這之後比例就逐漸
降低。

(8).美國死刑犯，挖左眼吞下肚197
美國德州發生駭人聽聞的自殘案件。一名等待執行的死刑犯在去年年底徒手
挖出自己的左眼，並活生生將之吞下肚。由於他之前已經挖掉自己的右眼，現
在是兩眼皆失的瞎子了。獄方在送醫救治後，已經將他轉送獄方精神病房觀察。
殺妻女挖出心臟；這名二十五歲的死囚名叫安垂．湯馬斯（見圖，路透檔
案照）
，他在 2004 年三月間，殺死了分居中的妻子，還有他們所生的四歲兒子，
以及妻子領養的十三個月大女嬰；更匪夷所思的是，湯馬斯還將三人的心臟挖
出，帶回家中再裝在垃圾袋中丟棄。
然而，就在法院即將開始審判程序時，據稱酗酒又嗑藥的湯馬斯，竟然硬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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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佩萱╱綜合外電報導 2014 年 01 月 17 日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10 月 30 日 http://tw.news.yahoo.com/民調-美國人對死刑支持率創 40 年來最低
-224600583.html
路透社 2009/01/11 編譯胡立宗／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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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將自己的右眼挖出；不過，法官當時還是裁定他應該接受審判。他最後在
2005 年獲判死刑定讞，不過刑期未定。但在被關三年後，他又在去年十二月初
挖掉僅剩的一隻眼珠。
事發當天，獄方發言人克拉克 2009/01/10 說，先是獄卒發現湯馬斯臉上都
是血，「湯馬斯告訴獄卒，他把自己的眼睛挖了出來，還吃了眼球」。
湯馬斯的律師彼德森－凱特則說，
「他終於得到他需要的心理治療了，我們
從第一天開始就不斷請求、懇請；他瘋了、心理有病，所以才會挖掉僅存的眼
睛」。

(9).死囚絞刑未死，伊朗不二度行刑198

（圖 50.

死囚絞刑未死，伊朗不二度行刑）

媒體今天（2013 年 10 月 23 日）援引伊朗司法部長波爾莫哈馬迪（Mostafa
Pourmohammadi）的話報導，當局決定不對 1 名執行絞刑後未死的毒販二度行刑
（如圖 50.）。
伊朗國內及國際人權團體一致呼籲，反對讓這名逃過鬼門關的男子再度面
臨處決。
官方伊朗通訊社（IRNA）引述波爾莫哈馬迪的話報導：
「這名（接受死刑）
未死的罪犯不需接受二度行刑。」
37 歲的阿里瑞薩（Alireza M）因毒品相關罪名，本月稍早在伊朗東北部 1
座監獄處絞刑。12 分鐘後，在場醫師宣告阿里瑞薩死亡。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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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博季努爾德市（Bojnourd）停屍間的工作人員，隔天卻發現他仍有呼
吸。媒體稍後報導，阿里瑞薩陷入昏迷。
波爾莫哈馬迪暗示，二度行刑恐有損伊朗形象，
「如果他活了下來，不宜再
次執行死刑」。

(10).胖到靜脈難找，美國死囚求暫緩執行199
美國死刑犯庫伊以胖到無法執行死刑為由，要求法官「針下留人」
。他表示，
他重達 121 公斤的體重不僅使行刑人員難以找到靜脈，同時他的重量也將使麻
醉藥物失效，致使他難以人道死亡。
相同藉口 五年前逃一劫；庫伊的律師群向聯邦法庭申訴指出，約 170 公分
高的庫伊五年前就是因為找不到靜脈，法官只好在最後時刻，宣布暫緩執行死
刑，如今因庫伊體重增加，同樣的問題將更為嚴重。
據 2008/08/06 媒體報導；這份申訴文件也提及一名監獄護士在 2003 年做出
的報告，內容指出，在診療程序中，醫官難以對庫伊進行抽血，因為難以找到
血管。
四十一歲的庫伊，在 1986 年因強暴並殺害兩名女大學生而被判處極刑，目
前囚禁於俄亥俄監獄的他定於十月十四日執行注射死刑。
「俄亥俄公設辯護律師辦公室」聘用的醫師希斯指，庫伊服用的治偏頭痛
藥物「泰妥」（Topamax）可能對巴比妥鹽類麻醉藥物產生抗藥性，他說，庫伊
的體重加上可能的抗藥性，致使他無法被妥當麻醉的風險很高。
美國注射死刑的程序是先為囚犯施打高劑量的巴比妥鹽類麻藥，使其失去
意識，之後施打肌肉鬆弛劑，使囚犯身體麻痺，無法反應，最後再施打致命毒
藥。他的公設辯護律師施奈德指出：
「所有的專家贊同，如果第一劑藥物失效，
行刑將令人極度痛苦。」
掀起人道死刑爭議；去年俄亥俄州監獄在死囚紐頓行刑前，也具文警告 182
公分高、近 120 公斤重的紐頓難以找到靜脈。紐頓在施打毒藥後，持續十六分
鐘才死亡，是該州死囚斷氣前掙扎最久的注射行刑。正常情況下，死囚應在注
射約五分鐘內平靜死亡。
兩年前，死刑犯朗格以其罹患糖尿病與過胖，注射行刑恐面臨巨大痛苦為
由，提出暫緩執行死刑訴訟，不過遭聯邦法院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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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2008/08/06 編譯魏國金／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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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本死囚今伏法，安倍政權第六人200

（圖 51.

日本處死一名 73 歲死囚，安倍回鍋後第六宗）

日本今天（ 2013 年 9 月 11 日）處死一名 73 歲的男性囚犯，使得自從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去年 12 月回鍋執政以來，日本執行的死刑達到 6
起。
日本法務大臣谷垣禎一（Sadakazu Tanigaki）今天宣布，2004 年在橫濱犯下
槍殺中華料理店老板等強盜殺人及其他罪名的熊谷德久（Tokuhisa Kumagai），
已在今天上午伏法（如圖 51.）。
這是安倍政權自今年 2 月處決 3 人、4 月處決 2 人之後，今年來第三度執行
死刑，同時也是第六名伏法的死囚。
日本在 2011 年沒有執行死刑，這是日本近 20 年來首度全年無死刑。但在
去年 3 月，日本又恢復死刑。除了美國之外，日本是唯一採行死刑的工業化國
家。

(12).馬里蘭州廢除死刑，美國第 18 州201
美國馬里蘭州眾議會今天（2013 年 3 月 15 日）通過廢死法案，將成為美國
第 18 個廢除死刑的州。馬里蘭州州眾議員以 88 票對 56 票通過廢除死刑。州參
議會已在本月稍早通過廢死法案。
這項法案只等州長歐麥萊（Martin O'Malley）簽署就能成為法律。歐麥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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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廢死支持者。歐麥萊稱讚這項表決廢除「根本沒有用」的政策。
至於州監獄內的 5 名死囚，歐麥萊將依個案分別處置。馬里蘭州自 1638 年
開始執行死刑，當時該州還是英國殖民地，但自 2005 年以來就未曾執行或判處
死刑。

《極型犯執行槍斃紀實》法務部

矯正月刊第 145 期

＊.台南看守所副所長

陸東原

國人心目中，「死」是相當忌諱被提及的。因此，在監所內，被判處「死刑」
的收容被告，在三審未定讞前，我們都稱之為「極刑犯」。
避免影響其情緒，及預防管教方面之困擾。
某日下午二時許，某二審看守所所長，接獲台灣高等法院某分院檢察署主任檢
察官電話通知：本署定於今晚八時，（八十四年七月以前，極刑犯執行槍斃時
間為凌晨五時，之後改為晚上八時）。在某監獄刑場執行殺人犯 XXX 死刑槍斃。
公函正本由執行檢察官赴貴所時，親自交予單位承辦人。
所長接畢電話，立即召告各相關單位主管（總務科、戒護科），秘密進行各項
應備工作。（死刑執行必須嚴守秘密）。消息縱使少數人知悉，但從相關人員
突然顯得神秘違常舉止，很容易讓原本就單調平靜的環境，霎時間籠罩著一股
凝重肅穆的氣氛。經驗老到的職員，心理自然領會出今晚將有重大任務要執行。
晚上七時四十分許，機察官蒞所，所長陪同入戒護區，並直下達命令押解極刑
犯赴監獄刑場。
戒護科長隨即指揮待命管理員，各就值勤崗位，且親自帶隊押解極刑犯乙組約
十名，前往重刑被告區（所犯罪名刑期十年以上者）舍房。該區屬特殊管教單
位，特派有專人負責管理，所內職員非公務，嚴禁進出。
當押解組步入該區，腳步聲立即驚動整棟舍房內收容同學（犯罪矯治機構，對
全體收容人，皆須施以再教育，一切以教化為先，其身分視同學生，平日以「同
學」相稱呼。）全體一致起身靜坐，豎起耳朵傾聽腳步聲落點。一聽對由落點
處傳來開啟房門聲響，其他極刑犯則大大地鬆了一口氣。但仍專注地觀察著該
處的一切舉動。
被打開門的那間舍房，極刑犯第一個反應是「發楞」，然後很快明白來意，接
著即不發一語地從內務箱裡，挑選一套較體面的衣服換上。主管和其交談的話
語聲音，低到超不出一公尺。此時房內房外空氣，沉悶得令人窒息。前後約卅
分鐘，該犯準備妥當？請求抽一根菸。所方基於人道考量，極刑犯不予獨居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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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皆選派一名收容同學與其同房，俾互相照顧，並防不測，日久雙方友誼甚
篤。致最哀傷者，該屬這位同房同學，他在毫無心理準備下，面對突如其來的
情景，反應是手足無措，呆立房角，直到極刑犯步出房門，才上前緊握其手，
紅著眼眶，誠摯地祝福他：一路順風！
踏出房舍前，與他每日早晚相處的負責重刑被告區主管，已等在門口，這正是
他最想見的長官之一。他快速向前緊握住主管的雙手，感恩地說：「多年來受
您關照，謝謝！」（極刑犯之訴訟期間，至三審定讞，短者數年，長則十幾廿
年，其目的在求毋枉毋縱）。這句「謝謝！」雖短，但已感動四周！
重型被告區的管教人員，也須經由所長特選最優秀幹練的成員擔任。他們務必
堅守三大信念：一、管理要有「耐心」；二、教化要有「愛心」； 三、生活照
顧要「細心」。極刑犯臨終前的表示感謝，是管教人員心血付出的最大安慰。
也證實及評價了實踐「耐心、愛心、細心」的正面價值。從戒護科大門口到刑
場，距離五百公尺。極刑犯雙腳掛著腳鐐，拖著沉重腳步，走到大門口時，由
九人座專車接送。「刑場」位於看守所和監獄末端併接處。設有看守所進入刑
場，刑場通往監獄及運屍體出刑場讓家屬具領，或直接運往殯儀館等計三道鐵
門。刑 場內置有臨時法庭暨執行槍斃廣場。
車抵刑場入口處，看守所名籍人員驗明該犯身分，即帶進刑場內交由監獄總務
科名籍人員接收，手續完成，極刑犯正式為死刑受刑人身分。死刑受刑人的執
行，由檢察官會同監獄典獄長、看守所所長於臨時法庭法庭內蒞視驗明，並核
對人犯人相表，指紋表等，且執行前後應將受刑人拍照，相片報法務部備查。
該犯若有遺囑，由在場書記官於執行後三日內送達其家屬。這些程序全部完成
且正確無訛後，檢察官下令死刑受刑人執行槍斃。
法警將死刑犯帶出法庭，監方已在門口為其準備有：小菜一盤、香煙及烈酒一
杯，供其食用。一般死刑犯都沒胃口去動用那盤小菜，但會把香菸 大口抽到只
剩菸屁股，烈酒必一飲而盡。
因該犯已事先同意捐贈全部器官計：心、肺、肝、腎、骨骸、韌帶、眼角膜等，
並指名捐給長庚醫院。（死刑受刑人，捐贈大體，澤及活人，完成「救贖遺愛
人間」的最後心願，大愛行徑，堪為其他極刑收容同學效法。謹以虔誠之心祈
禱其靈魂安祥，蒙主庇佑！）
該院早已派有具實際經驗資深的醫師群，待在刑場內守候多時。
原本應由法醫施打麻醉針，長庚醫院麻醉專科師，特別要求為保護各器官能完
整堪用，請准由麻醉師施行麻醉。經檢察官同意照辦，各部門的醫師們立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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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而上，自肌肉注射麻醉針始（八分鐘麻醉成功，法醫血管注射，六秒至一分
鐘左右生效），至各部門醫師施行各器官保護工作成功為止，約卅五分鐘全部
完成。其專業及敬業精神，令人讚佩！
此時，死刑犯腳鐐也順利被解除，該犯身軀及靈魂，重歸自由。
執行槍斃時，通常情況為受刑人背向行刑人，其射擊部位定為心部，行刑人在
其背後偏左定其目標。（法醫先於目標點上畫一圓圈）。
但對捐贈器官之受刑人，檢察官得命改採射擊頭部之執行死刑方式。
行刑人在 距離不到二公尺之受刑人太陽穴偏下部位，射擊一槍。
二十分鐘後，法醫檢驗以「瞳孔放大，腦死」為判定。（射擊心臟則以瞳孔放
大，無心跳判定），宣告受刑人死亡，執行槍斃任務完竣。
長庚醫院全體在場同仁，以最快速度把遺體抬上救護車，趕返醫院進行各項器
官摘除工作。
至此，監獄、看守所一切運作，又恢復如往常。
我國「監獄行刑法」第 90 條；死刑用藥劑注射或槍斃，在監獄特定場所執行之。
其執行規則，由法務部定之。第 31 條第一項所列舉之期日，不執行死刑。（按：
第 31 條：停止作業日如左：一、國定例假日。二、直系親屬及配偶喪七日，
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三日。三、其他認為必要時。（如生病. 受天災. 事變）。
我國「監獄行刑法」第 91 條；執行死刑，應於當日預先告知本人。

(13).美國死刑犯行刑，因 DNA 定罪202

（圖 52.

美國死刑犯行刑，因 DNA 定罪）

美國奧克拉荷馬州今天（2013 年 9 月 11 日）處死犯下性侵與謀殺罪的男子
班克斯（Anthony Banks）（如圖 52.）
。班克斯是在 DNA 科技進步後，犯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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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後才被認定是罪犯的。
奧克拉荷馬州矯治局（Oklahoma Department ofCorrections）發言人馬西（Jerry
Massie）表示，61 歲的班克斯在麥克萊斯特（McAlester）接受毒液注射處死，
晚間 6 時 7 分宣告死亡。
班克斯 1999 年因謀殺南韓女子崔維斯（Sun KimTravis）而被判處死刑。崔
維斯 1979 年 6 月 6 日在她住的杜爾沙（Tulsa）公寓停車場被綁架。據法院文件，
24 歲的崔維斯在離家幾英里處，被發現遭到性侵、頭部中彈。
這起案件延宕了近 20 年未偵破，直到調查人員用採自崔維斯身體與衣服的
DNA 檢體、用新科技調查後，才在 1997 年提出控訴。
DNA 證據顯示，涉案的是班克斯和另名男子納爾遜（Allen Nelson）
。納爾
遜被判處無期徒刑；但班克斯已因 1978 年謀殺便利商店收銀員一案在獄中服無
期徒刑，於 1999 年 11 月 22 日被判死刑。
這是今年美國第 24 次執行死刑，奧克拉荷馬州第 4 次。

(14).各國廢除死刑歷程203
一、引言
國際間已廢除死刑的國家在廢除死刑的過程中，均經歷不斷的努力及眾多
的討論。以歐盟國家為例，由《歐洲人權公約》關於廢除死刑的進展，以及部
分歐洲國家係於近年始廢除死刑，可知廢除死刑並非一蹴可幾，必須獲其國民
普遍支持及立法程序加以配合。1950 年簽訂之《歐洲人權公約》於 1953 年生
效時，並無廢除死刑之規定；1985 年修正公約的第 6 號議定書則要求各締約國
於和平時期廢除死刑，只能在戰爭時期或即將發生戰爭時使用死刑；直到 2003
年7 月
1 日生效的第 13 號議定書始要求全面廢除死刑。自締結至此也已經過 53
年。

二、西德
西德於 1949 年通過基本法，於第 102 條規定廢除死刑。德國廢除死刑有
其獨特的歷史背景，主要根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時代對死刑的濫用，
以致於國會毅然通過基本法，明定廢除死刑。當時仍有 75%的民意反對廢除死
刑，死刑廢除後 20 年，多數民意才贊成廢除死刑，迄今德國有 60%民意反對死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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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仍有 40%贊成死刑，於有重大殘酷罪行發生時，德國的與論也常有激烈的
討論並要求重罰。德國廢除死刑之後，係採取「終身監禁」之刑罰來替代死刑。
1977 年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對於終身監禁的合憲性，作出判決，憲法法院雖
然肯定終身監禁的合憲性，但要求刑法應增訂讓終身監禁受刑人有機會重返社
會。是德國刑法規定，終身監禁已執行滿 15 年，則可以聲請假釋，只要受刑人
所犯不是特別嚴重的犯罪而有繼續執行的必要，並且受刑人之釋放已顧及公眾
的安全利益。

三、英國
英國 19 世紀初期係以嚴刑峻罰維持社會秩序，並確信死刑的威嚇力量，當
時有死刑的犯罪種類甚多。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羅美利議員以人道主義立場，
主張廢除死刑，並採取漸進廢除死刑的作法，限縮得判處死刑的犯罪主體與犯
罪類型。1933 年的兒童法規定，未滿 18 歲之人不得受死刑判決。1957 年英國
政府提出「關於殺人法案（The Homicide Act, 1957）」
，大幅限縮死刑的適用範圍，
此法施行後，死刑的宣判與執行數相對減少。1965 年國會通過法案，將謀殺罪
的死刑規定刪除，且有 5 年試驗期間，至 1969 年經國會確認刪除謀殺罪的死
刑規定，但此時仍有其他罪名有死刑規定，且分別在 1971 年及 1998 年才刪除
死刑規定。至 1998 年英國法律始無死刑規定。1999 年英國簽署歐洲人權公約
除戰時或瀕戰時外禁止死刑的第六號議定書。2003 年英國簽署在一切情況下禁
止死刑的第 13 號議定書，並自 2004 年起生效。

四、法國
法國總統密特朗於 1981 年競選總統時，即於政見中宣示廢除死刑，其表
示：
「我反對死刑，因為這是法國左派的傳統，這是所有共和國人士的信念，這
是所有支持人權者的選擇，這也是天主教等大宗教的抉擇。尤其對我而言，這
是所有偉大哲學家的選擇，因此這是一種信仰。如果我當選總統，因我反對死
刑，如果國會大多數也持相同意見，我當選後將提呈廢除死刑草案。」總統大
選結果，密特朗當選。法國人在投票給密特朗時，就已知道密特朗的政見。
後來的國會選舉，所有左派政黨都將廢除死刑納入政見，選舉結果，左派
成為國會多數。經過二次選舉，法國人民都知道，如果左派政黨選贏，隨之而
來的就是廢除死刑。1981 年當時等司法部長羅伯特．巴丹岱爾提出廢除死刑的
草案至國會，並經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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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與澳門
澳門於 1999 年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適用葡萄牙的法律思潮，來
制定澳門法。由於葡萄牙早在 19 世紀便廢止了死刑，因此澳門刑法典第 39 條
便明白規定不得判處死刑。1999 年澳門歸還大陸後，依據中葡聯合聲明及澳門
基本法的規定，原來澳門的法律仍然不變。因此澳門上開刑法典仍有適用。
香港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死刑的態度一直深深影響香港的刑事政策。
1965 年英國國會通過法案試行廢除死刑而停止執行死刑之後，香港自 1966 年
11 月 16 日最後一次執行死刑以後，便沒有再執行過死刑。於 1993 年廢除死刑
之前，依據當時「刑事罪行條例」之規定，只有「叛逆罪」和「謀殺罪」才可
以判處死刑，且為絕對死刑，其他犯罪無死刑的適用。儘管香港追隨英國政府
的刑事政策，一直企圖在法律上澈底廢除死刑，但民間仍然維持強有力的反對
廢除死刑聲浪，特別是在大陸改革開放以後，人民出境的自由增加了，同時大
陸的邊防也不復像當年一樣的銅牆鐵壁，許多人也非法湧入了香港。
因此，香港的治安急遽惡化。1991 年 6 月，香港立法局提議廢除死刑，立
刻引起民間極大的反對。經過近兩年的反覆辯論思考，期間有反對廢除死刑的
立法局議員，要求以全民公投的方式來決定是否要廢除死刑，但香港立法局堅
絕不走公民投票的方式。鑑於 1997 年香港即將歸還大陸，多數立法局議員擔心
大陸當局會利用死刑制度來迫害香港的民主人士，終於在 1993 年 4 月 21 日，
香港立法局三讀通過，並由香港總督於 4 月 23 日頒布 1993 年「刑事罪行（修
訂）條例」，宣布廢除死刑，改為終身監禁。
1966 年 11 月 16 日以後至 1991 年立法局提出廢除死刑的議案，總計有 243
名死刑定讞的犯人，藉由赦免的方式，改判終身監禁。1993 年廢除死刑時，則
於法律中明白規定改為終身監禁，有 40 名判決確定的死刑犯，因此改為終身監
禁。

六、南非
南非廢除死刑亦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南非受白人統治有 300 多年，於 1990
年以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African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是南非最大黑人民族主義政黨、主要執政黨及第一大黨，它反对种族隔
离制度，主张建立统一、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南非。它反對種族隔離制度，主張
建立統一、民主和種族平等的南非）的許多成員，包括納爾遜·曼德拉南非廢除
死刑亦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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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受白人統治有 300 多年，於 1990 年以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
非國大，African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是南非最大黑人民族主義政
黨、主要執政黨及第一大黨，它反对种族隔离制度，主张建立统一、民主和种
族平等的南非。它反對種族隔離制度，主張建立統一、民主和種族平等的南非）
的許多成員，包括納爾遜·曼德拉在內，皆因政治立場不同，被逮捕入獄。1990
年曼德拉等黑人政治犯獲得釋放，種族隔離制度開始逐步廢除，同時停止執行
死刑。
1994 年非國大於選舉中贏得政權，坐了 27 年政治牢的曼德拉當上總統，
南非黑人終於當家做主。曼德拉總統及許多曾是政治犯的南非現任政府官員及
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要是當時被處死刑，今都不可能活著領導南非。渠等因此
認為死刑是南非白人用來壓迫黑人的工具。曼德拉他当上总统后，极力推动废
除死刑。當上總統後，極力推動廢除死刑。
1995 年 6 月 6 日，南非憲法法院通過違憲性審查判決普通刑事犯罪可適用
死刑的規定違憲。1997 年 12 月 19 日，南非國會通過刑法修正案，修改所有
規定死刑的法律，從實體法廢除所有死刑。

七、菲律賓
菲律賓是天主教國家，天主教徒占菲律賓人口的 83%，有絕對優勢，並對
菲律賓的政治和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菲律賓的天主教教會大力支持廢除死刑，
並向政府施壓廢除死刑。惟於反罪組織（反對廢除死刑）及天主教的左右施壓
之下，菲律賓對死刑的態度一直反覆不定。1987 年菲律賓開啟現代亞洲國家的
先例而廢除死刑，惟於 1993 年為打擊謀殺、強姦兒童和綁架等重大罪惡行為，
又重新對於 46 項不同的罪名引用死刑，重新恢復死刑，並於 1999 年時恢復死
刑的執行，共有 7 人被處以死刑，直到 2000 年艾斯特拉達總統宣布暫緩所有
死刑的執行，繼任的艾洛育總統也繼續暫緩執行。2006 年 6 月 24 日，於天主
教的施洗者約翰瞻禮日，總統艾洛育正式簽署廢除死刑之法案，菲律賓再度正
式廢除死刑。
惟依 2014 年 1 月 25 媒體報導；由於女童姦殺案不斷，菲律賓恢復死刑呼
聲再起；204菲律賓近日接連傳出女童慘遭姦殺治安事件，使得菲國輿論恢復死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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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呼聲再起。
乃於 1 月 19 日深夜，菲律賓馬尼拉百閣區一名三輪車伕以糖果為餌，把鄰
居 6 歲女童騙到附近陰暗荒地，企圖加以性侵。不過，由於女童呼救反抗，嫌
犯失手將女童殺死。社區巡守隊在隔日發現女童的遺體。
1 月 22 日深夜，大馬尼拉地區以南甲美地省（Cavite）那伊克鎮（Naic）居
民在荒郊的排水溝，發現 1 名女童的屍體，頭部遭硬物重擊，頸部也有勒痕，
初步調查顯示有被侵犯的跡象。警方已扣留 4 名可疑涉案人，其中包括女童的
親人。
對於治理的地區接連發生女童遭姦殺案，菲律賓前總統，現任馬尼拉市長
艾斯特拉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公開表示應恢復死刑。
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律賓在 1986 年艾奎諾夫人執政時廢除死刑，成為亞洲
第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不過，持續惡化的治安問題使得隨後幾任總統都考慮
恢復死刑，不過卻遭到天主教會反對。
人權宣導者出身的司法部長德利馬，維持反對恢復死刑的立場，她重申，
解決犯罪的辦法是嚴格執法，而不是恢復死刑。菲國總統府馬拉坎南宮也表示，
恢復死刑需從長計議。

八、阿爾巴尼亞、科克群島和盧安達
於 2007 年廢除死刑；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原蘇聯共和國之一，現
為獨立國協之一員）於 2008 年廢除死刑。

(15).經濟差處決太燒錢，美國部分州考慮廢死刑205
全球經濟危機最意想不到的影響是：美國數州開始考慮是否廢除死刑，因
為執行死刑顯然會讓捉襟見肘的公務資源更為拮据。
美國 50 州中還有 36 個州維持死刑；約 2/3 的美國人也支持維持死刑。但蒙
大拿、堪薩斯、新墨西哥、馬里蘭等條件不同、位置各異的州卻都在積極考慮
廢除死刑，以因應越來越高的預算赤字。
據 2009/02/18 媒體報導；反死刑團體「Standdown」執行長霍爾（SteveHall）
告訴「法新社」，「今年能見到這麼多的州級立法活動真是相當不尋常，其原因
為了重新檢討死刑存廢」。
出現這股趨勢的州，多數在 1976 年恢復死刑後的 30 多年間，只處決最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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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犯。廢除死刑能節省的經費相當可觀：死刑費用可能 10 倍於終身監禁，除
了繁複、冗長的程式，經年累月的法律訴訟還多半得靠州政府聘律師替死囚辯
護。
以堪薩斯為例，州政府自 1976 年以來就沒有執行過死刑，但卻有 9 人等待
處決。堪薩斯考慮廢除死刑，財政考量更甚於其他因素－「死刑資訊中心」
（DPIC）
估計，死刑犯的總費用是 126 萬多美元，終身監禁只要 74 萬，死刑成本比監禁
高了 70%。

(16).英國媒體：中國死刑數量大幅下降206

（圖 53. 中國去年處決了 3000 人，大概是全世界其他
地方總和的五倍。）
中國執行死刑數量之多向來為國際所詬病，不過，據 2013/08/02 媒體報導；
本周出版的英國政經雜誌《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說，過去十年，中國的
判處和執行死刑的數量大幅度下降。
《經濟學人》的報道說，相信中國去年處決
了 3000 人（如圖 53.）
，大概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總和的五倍（埃及和敘利亞除外，
因為無法取得數據）
。該雜誌說，這個突出的數字讓人感到可怕。不過，往光明
方向看，過去十年，被處決人數有明顯的下降。
改變；雜誌說，根據美國對話基金會追查的數字，2012 年的數字與 2002 年
處決 12000 人相比，大幅度下降了四分之三。換句話說，雖然中國仍然是處決
死囚的最主要國家，但是全世界處決數字下降大致與此有關。
文章作者說，共產黨認為處決人數是國家機密，即使數量下降也不公布。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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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個趨勢間接地得到證實。2012 年，衛生部一名副部長解釋用作移植的
器官不足其中一個原因是處決囚犯數量下降。這個趨勢的背後是中國改革者靜
靜推動改變。文章說，歷史上中共有過聳人聽聞的暴力。從 40 年代末到 50 年
代初斗地主和殺反革命的運動中，幾年間有數以百萬人被殺。毛澤東在 1976 年
逝世，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領導人放鬆了對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
並鼓勵經濟改革。死刑僅用於「極端嚴重罪行」，這是個解讀範圍廣泛的說法，
但是也涵蓋了貪污腐敗和走私毒品。1983 年起，政府發動「嚴打」運動，法官
們受命要從嚴判決。當時的法官沒有法律訓練，都是軍人出身。
結果，在頭一年，有 24000 人被槍斃。1990 年代另一次同類運動，每年約
有 15000 人被處決，數量超過全球總數的 90%。當時還有公審大會和不時的公
開處決。尷尬《經濟學人》的文章說，有一個人開始扭轉這種文化。肖揚並非
家喻戶曉，他在 1998 年到 2008 年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法律專業出身，
他與他的副院長劉家琛都不算偏激人物。相反，他們希望建立更專業、負責任
和有系統的司法制度，特別在處理可以判處死刑的案件。他們希望把司法系統
現代化的努力漸漸擴大基礎。1980 年代到 1990 年代從法律學院畢業的一代人現
在都成了政府官員、法官和法庭顧問。
文章說，長期從事刑事法學研究的美國紐約大學法學院教授虞平說，這一
代人關注全球反對執行死刑的氛圍。他們也關注中國多大程度處於局外。中國
的「嗜殺」讓人尷尬。
肖揚和副手們限制處決的規定要幾年後才為外界所知。在中國的政治領袖
關心中國在海外形像之前，他都沒有能力提出減少處決。強硬派不理會外國的
人權批評，相反中共認為要「多殺」來維穩。公眾也長期支持死刑。
和諧；肖揚也聰明地把握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言論。2006 年，胡錦濤呼籲
建立「和諧社會」
，要求在寬容和嚴厲之間取得平衡。雖然人們普遍沒有理會，
但是最高法院把它納入國家政策。
文章說，2006 年，肖揚在影響深遠的法律改革上取得勝利，他爭取到每一
起死刑案件都必須由北京最高法院複審。胡錦濤也似乎支持這個舉措。最高人
民法院增加了幾百名法官，在北京建了一座新大樓來處理大量的複審案件。這
個做法立竿見影，雖然當時死刑數量已經慢慢減少，但是在複審第一年，死刑
判決數量大幅度下跌了 30%，死刑的執行也減少，到 2008 年大約有 5000 起。
很多案件發回重審。
此後，死刑持續減少，最高法院採取其它措施來推動判處死緩，包括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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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例，以協助下級法庭明白何時判處死緩，例如 7 月 8 日，原鐵道部長劉
志軍因腐敗案件被判處死緩，不過很多中國網民認為判決過於寬大。2011 年，
中國從死刑罪案列表中剔除 13 種罪行，包括走私、盜墓和盜竊化石等，這是具
有相當象徵意義的做法。另外，大部分執行死刑的方式也從槍決改為注射毒針。

(17).國際特赦：中國仍是處決最多囚犯國家207

（圖 54.

中國處決囚犯數字仍是國家機密。）

據 2013/04/10 媒體報導；國際特赦組織發表年度死刑執行情況報告稱，中
國仍是世界上處決最多囚犯的國家。星期三（4 月 10 日）公布的報告指出，2012
年全球五大死刑執行國依次為中國、伊朗、伊拉克、沙特阿拉伯和美國，也門
則緊隨其後（如圖 54.）。
該組織表示，過去一年全球死刑執行次數在全球範圍內廣泛減少，也有越
來越多國家採取措施廢除死刑，但一些國家決定恢復死刑，讓他們感到失望。
國際特赦組織相信中國 2012 年處決死刑犯總數遠超世界各國總和，但其官
員向 BBC 表示，他們無法證實具體數字。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區主任阮柔安
Roseann Rife）對 BBC 說，中國仍把處決死刑犯數字列為國家機密，使得他們無
法核實。
阮柔安接受 BBC 電視世界新聞台採訪時說：
「（中國）當局告訴我們數字已
經下降，但除非他們能向我們提供證明，否則我們無法予以肯定。」
「根據我們
的調研，我們估計中國（去年）處決死囚數量仍數以千計，使他們保持全球最
大的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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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4 月 10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4/130410_amnesty_death_penalt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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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聯社引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赫興旺教授稱，隨著北
京收緊死刑適用法律，中國囚犯處決數字將持續下跌。赫興旺說，許多中國人
還是認為死刑有其必要性，然而他們並不了解其風險與弊端，而且「以眼還眼」
的思想自古有之，可見改革仍然需時。

(18).國際特赦：數國恢復執行死刑208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2013.04.09）表示，全球各國去年執行死刑次數大都減
少，然而部份多年未執行死刑的國家，去年恢復執行死刑。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天公布 2012 全球死刑判決與執行報告，印度、日本、
巴基斯坦和甘比亞都有一段時間未執行死刑，不過去年恢復執行，而伊拉克處
決犯人人數「增加之多令人震驚」。
總部設於倫敦的國際特赦組織說，伊拉克去年至少處決 129 人，是 2011 年
處死 68 人的近兩倍。印度去年 11 月以絞刑處死 2008 年孟買恐怖攻擊案槍手卡
薩布（Ajmal Kasab），是印度 2004 年以來首度處決囚犯。
儘管如此，僅有部分國家繼續使用死刑，全球各地區也漸漸在廢死上取得
進展。在有紀錄的部分，去年共有 21 個國家執行死刑，與 2011 年相同，不過
較 2003 年的 28 國大幅減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掌握的資料，全球去年至少執行 682 件死刑，較 2011 年
多兩件。而 58 個國家確定新增 1722 起死刑判決，略低於 2011 年 63 國的 1923
件。然而國際特赦組織強調，這項數據不包含中國大陸所執行的死刑，據信大
陸處死數千人，不過當局對此秘而不宣。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謝迪（Salil Shetty）說：
「年度調查顯示部份國家恢復
執行死刑令人失望，不過沒有扭轉全球反死刑的趨勢。在全球許多地區，死刑
成為過去式。」他說：
「全球僅有 1/10 國家執行死刑。這些國家的領導人應該自
問，為何仍採取其他世界捨棄不用的殘酷和不人道處罰方式。」
大陸居全球執行死刑榜首，處決人數可能超過其他國家總和。其他排行前 5
名的分別是伊朗、伊拉克、沙烏地阿拉伯和美國。葉門則以些微差距排名第 6。
各國去年執行死刑的方式包含絞刑、斬首、槍決和注射毒液。沙烏地阿拉伯 1
名遭斬首男子的屍體甚至示眾。
日本 20 個月未執行死刑後，去年 3 月處決 3 名死刑犯，稍後又處死 4 人。
美國依然是唯一繼續執行死刑的美洲國家，去年執行死刑數為 43 件，與 2011
208

中央社倫敦 2013.04.10 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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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相同，不過去年僅有 9 個州處決犯人，少於 2011 年的 13 州。而康乃狄克州
成為美國第 17 個廢死的州，不過加州去年 11 月的廢死公投，因些微差距沒有
通過。

(19).中國網民熱議央視「直播」糯康死刑209

（圖 55.

糯康等被告人曾以死刑量刑過重為由提出上
訴，但被法院駁回。）

湄公河兇案主犯糯康及三名主要犯人星期五（2013 年 3 月 1 日）接受注射
死刑，中央電視台「直播」死刑的做法引起中國網民議論紛紛。該案的四名主
要罪犯糯康、桑康·乍薩、依萊與扎西卡於當天下午已在昆明被執行死刑。但是
央視並沒有直播處決過程。
在行刑前，糯康曾在接受央視的採訪時表示，想家人多了導致兩天睡不著。
當記者美國得克薩斯州政府官員 2013 年 8 月 1 日說；這個州用於執行死刑的一
種關鍵性藥物正面臨斷貨的威脅。得克薩斯州是美國執行死刑最多的州，在 2013
年度內已經處決了 11 人。

(21).美國得克薩斯執行死刑藥物即將斷貨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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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3 月 1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3/130301_china_mekong_execution_weib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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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8 月 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02_texas_death_dru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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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得克薩斯州計劃今年再執行 5 個死刑）

自從 2012 年 7 月以來，得克薩斯州開始使用一種治療嚴重癲癇病的名叫戊
巴比妥的藥物來執行死刑。但是，一些製藥公司不願因讓自己的產品被用來執
行死刑。得克薩斯州司法部發言人克拉克說，得克薩斯州在執行死刑時所需要
的戊巴比妥將在 9 月底斷貨。
得克薩斯州此前曾使用三種藥物的混合劑來執行死刑（如圖 55.），但是後
來由於其中一種名叫硫噴妥鈉的藥物斷貨而不得不轉而使用單一藥物。
尋找藥物；現在，戊巴比妥又面臨斷貨。克拉克說，他們現在正在考慮各
種不同的解決方案。得克薩斯州目前計劃在年內至少再執行五個死刑。克拉克
表示，儘管藥物短缺，得克薩斯州將會如期執行死刑。
在美國首都華盛頓的死刑信息中心負責人迪特爾說，其他州也存在著同樣
的困難，都在想方設法地去找藥物，或者到國外去找，或者相互幫忙。但是他
說，許多製藥公司在歐洲，他們不願意參與美國處決囚犯的行動。
根據記錄，第一個被使用戊巴比妥處決的囚犯是 58 歲的男子迪蒂。他在 2001
年殺死一位獄友，2010 年 12 月在俄克拉何馬州處決。自 1982 年以來，得克薩
斯州處決囚犯 500 多人，居美國所有各州之首。排在第二位的是弗吉尼亞州，
處決 110 人。

(22).國際製藥公司，停止向美國出售死刑注射藥劑211
據 2013/05/13 媒體報導；在美國一些准許死刑的州，死刑注射藥物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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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15_hikma_us_lethal_inje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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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總部設在倫敦的國際製藥公司 Hikma 說，已經停止向美國阿肯色州出售
抗痙攣劑，因為阿肯色州計劃在死刑注射中使用抗痙攣劑。Hikma 發表聲明表
示反對在死刑注射中使用該公司產品。死刑在美國引起爭議，准許死刑的州遇
到困難，無法購買到死刑注射所需藥物。
死刑注射藥物中一種關鍵成分的製造商已經停止生產。有消息說，阿肯色
州想利用 Hikma 生產的抗痙攣劑。Hikma 是在倫敦股票市場上市的公司。
阿肯色州 6 名死刑犯的辯護律師說，這種藥物沒有在死刑注射中得到檢驗，
大劑量注射不會立即致死但會導致腦和器官損傷。如果該藥物的確能導致死囚
犯死亡，死亡也將是一個緩慢過程而且非常不人道。
Hikma 說，當得知他們生產的抗痙攣劑可能被用於死刑注射後，已經停止
向阿肯色州出售這種藥物。該公司還許諾將對其產品實施管控，以防被用於死
刑。

(23).簡訊：歐洲限制供應美國死刑藥物212
英國和丹麥政府希望制止本國生產的藥物在美國被用於執行死刑。2011 年
4 月 14 日英國商務大臣凱博說；他將阻止向美國出口三種被用於處死囚犯的藥
物。
凱博說，英國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死刑。丹麥政府說，將要求美國准許
採用注射死刑的那些州停止使用丹麥公司在美國生產的一種藥品。

(24).美國德州男囚伏法，恢復死刑來第 501 人213
德州男子金達尼亞（John Manuel Quintanilla ）因為在搶劫中殺人，2013 年
7 月 16 日在獄中伏法，成為今年來德州第九位接受注射處死的犯人。
金達尼亞在 2002 年槍殺了 60 歲的比林斯（Victor Billings），當時他才剛因
數起竊盜案服刑出獄幾個月而已。
在美國最高法院 2 度駁回最後一刻的上訴要求之後，36 歲的金達尼亞 16 日
被行列，他是自從德州在 1982 年恢復死刑以來，第 501 個伏法的犯人。
根據統計，自 1976 年美國最高法院同意恢復死刑後，在超過 1,300 名被處
死的犯人中，德州就占了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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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新聞網 2011 年 4 月 14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_commentary/2011/04/110414_brief_executuin_dru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7 月 17 日作者： 吳寧康 http://tw.news.yahoo.com/德州男囚伏法-恢復死刑來第 501 人
-013200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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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殺害退休教授，美國德州將處決第 500 名死囚214
美國德州是全美執行死刑最多的一州，如今德州即將在 26 日處死自 1976 年
美國恢復死刑以來的第 500 名死囚。
一旦無法在最後一刻獲得赦免，52 歲的麥卡錫（Kimberly McCarthy）即將
因殺害退休教授布茲（Dorothy Booth）接受注射處死。德州刑事司法部（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發言人克拉克（Jason Clark） 2013 年 6 月 22 日
說；他們將奉法院命令而行，執行死刑是他們的責任。
前養老院護理治療師麥卡錫，因為殺害退休的 71 歲大學心理學教授布茲並
搶走其財物，被判處死刑。在美國最高法院駁回麥卡錫的上訴之後，她原本應
在 1 月 29 日被處死，但德州地方法院法官米契爾（Larry Mitchell）在最後一刻，
同意給她緩刑。
德州當局這個月 12 日才剛處死死刑犯徹斯特（Elroy Chester）
，他是自從美
國 1976 年恢復死刑以來，第 499 名在德州伏法的死囚。德州在 1982 年恢復死
刑，處死人數占全美超過三分之一。

(26).6 年來首次科威特處決 3 死刑犯215
科威特司法部表示，有關當局今天（2013 年 4 月 1 日）處決了 3 名犯下謀
殺罪的死刑犯；這是 2007 年 5 月以來，科威特首度執行死刑。根據科威特司法
部，這 3 名伏法的犯人都是男性，1 人為巴基斯坦籍、1 人屬沙烏地阿拉伯籍、
另一人為無國籍阿拉伯人；巴基斯坦男子殺害了 1 對科威特籍夫婦，沙烏地阿
拉伯男子謀害了自己的同胞，無國籍的男子則是殺死了自己的妻子與 5 名子女。
這 3 名犯人都是在科威特首都西方的 1 座監獄裡被處以絞刑，由司法官員
和安全官員監督行刑。
科威特於 1960 年中期開始採行極刑，自那時起，已經處決了 69 名男子和 3
名外國婦女，其中大多數都是謀殺犯或毒品走私犯。
科威特於 6 年前停止執行死刑，但沒有說明原因。當地報紙 Al-Sabas 今天
報導，目前科威特還有至少 44 名死刑定讞的人犯，其中包括涉及毒品走私、謀
殺、縱火導致慘重傷亡等罪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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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6 月 23 日 http://tw.news.yahoo.com/殺害退休教授-德州將處決第 500 名死囚
-020100326.html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年 4 月 1 日 http://tw.news.yahoo.com/6 年來首次-科威特處決 3 死刑犯-082700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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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死刑的法律扭曲（張升星法官）2014 年 09 月 22 日
近日最高法院將縱火燒死 5 名被害人的被告判處死刑，即有論者批最高法院沒
有靈魂與生命，令人心痛。可惜這種主張悖離事實，扭曲法律，不足採信。1976
年生效的《公民政治與權利國際公約》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
國家，非屬最嚴重犯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
人群罪公約不牴觸之法律，不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不得
執行。」從條約文義解釋，《公政公約》並未規定締約國「必須」廢除死刑，
而是規定尚未廢除死刑者，締約國只能對「最嚴重犯罪（the most serious crimes）」
判處死刑。聯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6 號一般性意見，承認締約國並無義務廢除死
刑，至於所謂「最嚴重犯罪」應該嚴格界定。但其內容及態樣，均無定論。正
因為《公政公約》並無「強制」廢死的效果，所以部分締約國又在 1989 年簽訂
《第二任擇議定書（Second Optional Protocol）》，開放《公政公約》締約國自
由加入。其第一條第一項明文規定：「在本締約國管轄範圍內，任何人不得被
處死刑。這才是國家「必須」廢除死刑的國際法義務！換句話說，《公政公約》
是標準配備；《第二任擇議定書》是選用配備。只有簽署《第二任擇議定書》
的締約國，才負有廢除死刑的國際法「義務」迄今為止《公政公約》共有 168
個締約國簽署，進一步簽署《第二任擇議定書》的則有 81 國。長久以來，廢死
論者對於《公政公約》和《第二任擇議定書》的法律關係，輕描淡寫，略過不
表。
為了社會運動蓄積能量的策略目的，採取「放大《公政公約》，忽視《第二任
擇議定書》」的論述模式，雖然可以理解，但是要把主觀的廢死信仰，扭曲成
為客觀的條約義務，顯然難以通過國際法學理及實務的檢驗。
假如簽訂《公政公約》就「必須」廢除死刑，那麼簽署《第二任擇議定書》的
81 個國家，豈不都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無論是國際法院
（ICJ）判例或國際習慣法，證據何在？
行不由徑會更痛心；尤其在《兩公約》倡議者和馬政府書生治國的

政績宣傳

下，台灣社會已被嚴重誤導，以為只有全盤接受《兩公約》，才算文明國家。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 168 個締約國中，將近 3 分之 1 的國家對於若干條文採
取「保留」，而且多半都是民主國家！
以《公政公約》為例：英國保留 16 項、美國保留 12 項、奧地利保留 9 項、法
國、荷蘭保留 8 項、瑞士保留 7 項、比利時、義大利保留 6 項、德國、冰島、
紐西蘭、挪威保留 4 項等。這些國家對於《公政公約》 的保留，有損於他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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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國家的地位嗎？反觀北韓、伊朗、蘇丹、衣索比亞、海地、菲律賓、盧
安達這些國家，毫無保留照單全收，他們有比較文明嗎？廢除死刑的盧安達，
動輒發生種族滅絕的屠村慘劇，哪還需要什麼死刑？按照廢死論者的見解，因
為「兩公約具有國內法之效力」， 所以台灣必須超英趕美，對於《兩公約》毫
無保留全盤接受，你相信嗎？《公政公約》第六條第六項規定締約國不得延緩
或阻止死刑之廢除，所以廢死論者應該著書立說教化人心、集會遊行表達意願、
鼓動風潮凝聚共識，完成廢除死刑的目標。但是把根本不存在的國際法義務，
偷渡成為國家必須履行的責任，自難認同。心很痛，要多休息，否則紊亂法制，
行不由徑，那會更痛心！

(27).被害人之孫說情，美國死囚出獄216
美國印第安納州婦女寶拉．庫柏（Paula Cooper）在 1986 年因殺人進了死牢，
當時才十六歲，成為全美最年輕的死刑犯。
她在坐牢廿七年後，十七日假釋出獄。現年四十三歲的寶拉能獲重生，需
要感謝很多人，因為不但教宗為她說情，還有二百萬人連署請願，包括死在寶
拉刀下的被害人孫子。
據 2013/06/19 媒體報導；故事要從 1985 年五月說起，十五歲的寶拉和另外
三名少女計畫搶劫，對象是七十八歲的主日學老師露絲，她們喝酒又吸大麻後，
先騙露絲讓她們進門，寶拉再用花瓶砸露絲，然後在她胸口和腹部刺卅三刀，
結果只搶到十美元。
這夥少女後來都落網，在印第安納州法院受審，1986 年七月審判終結，其
他三人分別被判處廿五年至六十年有期徒刑，寶拉因為是殺人主嫌，被法官判
處坐電椅處決的極刑，成為美國最年輕的死刑犯。
儘管寶拉的惡行令人髮指，但她犯案時畢竟年幼無知，值得同情。1987 年，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曾公開呼籲，要求對寶拉從輕發落。1988 年，一位牧師發起
請願活動，超過二百萬人連署，要求印州最高法院推翻寶拉的死刑判決。
在要求對寶拉法外開恩的諸多人士中，最特別的一位是比爾．裴爾克，他
是露絲的孫子。比爾接受ＣＮＮ採訪時表示，寶拉被判死刑三個月後，他已經
原諒寶拉，
「我確信祖母如果有機會，也會對寶拉表達愛與慈悲……我確信我這
樣做就是祖母想要的」。
216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6 月 19 日作者：尹德瀚╱綜合報導 http://tw.news.yahoo.com/被害人之孫說情-美死囚出獄
-213000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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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一九八六年試圖到監獄探視寶拉，但未能如願，八年後兩人才相見，
且一見如故，發展出一段看似不太可能的友誼。比爾說，他從未要求寶拉解釋
她的行為，這是沒有答案的，但她已表達懺悔之情。印州最高法院 1988 年推翻
之前判決，將寶拉的死刑減為六十年有期徒刑。之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做出裁
決，明定處死不滿十八歲者違憲。
寶拉服刑前幾年麻煩不斷，曾有廿三次犯事記錄，之後才痛切悔改發奮向
學，2001 年獲得學士學位。寶拉的姊妹朗達說，
「給她一個機會，或許她能為那
些和她一樣成長過程不順遂的孩子做些好事」。人生大半歲月在鐵窗度過的寶
拉，在百萬人的寬恕力量扶助下，將迎接自己的新生。

(28).美國馬里蘭州正式廢除死刑217

（圖 56.

美國馬里蘭州正式廢除死刑）

美國馬里蘭州州長歐麥萊（Martin O'Malley）（如圖 56.）2013 年 5 月 2 日
簽署法令廢除死刑，讓馬里蘭州成為美國第 18 個廢除死刑的州。歐麥萊一向直
言不諱反對死刑。
位在美東、緊鄰華府的馬里蘭州，將由終身監禁且不得假釋來取代死刑。 歐
洲聯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很快發布聲明表示
支持，她說，希望此舉能帶動美國其他州跟進效法。馬里蘭州州議員今年 3 月
投票通過廢死法案，歐麥萊對這項發展深表讚揚，他說，事實證明死刑沒有用。
馬里蘭州自 1638 年、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就開始採用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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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2013 年 5 月 3 日譯者：中央社王黛麗 http://tw.news.yahoo.com/美國馬里蘭州正式廢除死刑
-002002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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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非營利組織死刑資訊中心（DPIC），歐麥萊接任州長前，馬里蘭州自
2005 年起就未曾執行或判處人犯死刑。

(29).美國猶他州創首例；受刑人皆可器捐218
州長簽署州法 正反意見交戰 受刑人：何樂不為；猶他州長赫伯特最近簽
署美國第一條讓包括死刑犯在內任何受刑人都可捐贈器官的州法，創舉引起的
贊成和反對至今還在全美迴盪。
據 2013/04/14 媒體報導；48 歲的喬安妮持有並分銷安非他命，被判有期徒
刑。她說：「何樂不為？你如果有健康的器官，為什麼不可以助人?」猶他州有
247 名受刑人簽名登記捐贈器官，她是其中之一。要不要接受獄囚的器官，向來
是個令人煞引思量的問題。倫理學專家表示，受刑人是相對弱勢的族群，他們
不是自由之身，他們的任何決定，包括捐贈器官，可能牽涉「強制」之疑。
根據美國「器官分享聯網」資料，美國目前有將近 11 萬 8000 人苦等心臟、
腎臟、肝臟和其他救命移植。在美國大多數州，接受獄中死亡受刑人的器官，
極少獲得准許，而且准許之後程序嚴格又繁複。猶他州以外的州也都不准死刑
犯執刑後的器官捐贈。受刑人捐器官，倫理顧慮之外，有其實際障礙，例如疾
病率高、不易即時摘取器官，以及中間有些過程造成器官不能用。但有人認為，
這些都不應該真正礙事。
在猶他州議會推動受刑人器捐新法的議員艾里森說，殺人犯賈德納 2010 年
被處決，他想捐器官，礙於法律而未果。艾里森說，賈德納想補過贖罪而不能
如願，多麼失望，而且他帶走完全健康而本來能助人的器官，何其浪費。猶他
州長赫伯特 3 越 28 日簽署新法。
移植專家說，每位器官捐贈者平均能救八命，組織捐贈者更能幫助 50 人以
上。這數字給俄勒岡州 39 歲死囚隆戈莫大鼓勵。他 2001 年殺害妻子和三個幼
童，他架設網站，設臉書帳號，還投書《紐約時報》，積極推動自己被處死後捐
出器官。
官員拒絕考慮他的請求，去年州長還宣布暫停執行死刑，斷他捐贈之路。
隆戈不氣餒，表示他要先從別州下工夫。他說：
「猶他是第一場成功，我希望挾
猶他先例之助，促使俄勒岡跟進。我們並且在其他州協助受刑人因應法律障礙。」
他說，而且猶他州的新法沒有區分一般受刑人和死囚，「人人都可以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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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晚報/A6 版/國際焦點 2013-04-14/編譯彭淮棟／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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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恢復死刑；多數加拿大人支持219
死刑存廢問題在許多國家引發諸多爭議，不過根據加拿大最新一份民調指
出，多數加拿大人支持恢復死刑。
根據中央社 2013 年 3 月 21 日報導，雷德民意測驗機構（Angus Reid）在 3
月 10 日至 11 日所做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63%加拿大人支持恢復死刑。支持恢
復死刑的加拿大人認為，死刑有助於嚇阻謀殺等極惡犯罪，並可為納稅人省下
供養萬惡不赦罪犯的錢。
加拿大在 1976 年廢除死刑。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資料，美國 50 個州中，仍
有 33 州執行死刑，全世界亦有 57 個國家執行死刑。
雖然大多數加拿大人支持恢復死刑，但內心仍十分糾結。民調顯示，若將
永遠不得假釋的無期徒刑亦列為選項，則有 45%選擇永無假釋的無期徒刑，39%
支持恢復死刑，這項結果顯示，加拿大人傾向對謀殺犯處以較重的刑罰。

(31).死刑存廢是高度爭議話題-----華府觀察／恢復死刑，美國馬州
訴諸公投220
大陸央視日前直播死刑犯糯康被送往刑場的畫面，引發正反不同意見的論
戰。在台灣，死刑存廢是高度爭議話題，即便在人權至上的美國，儘管死刑判
決的件數逐年減少，但對是否「廢死不可」，仍莫衷一是。
據 2013/03/26 媒體報導；馬里蘭州參、眾議院日前接連通過廢除死刑的法
案，等州長歐麥里簽署成為法律後，馬州將成為全美第十八個廢死的州。不過，
馬州民調顯示，主張維持死刑的民眾些微高於廢死的民眾，已有反廢死的民眾
主張訴諸民意，在明年的期中選舉舉行公投，決定死刑是否恢復。
美國「死刑資訊中心」統計，到去年底為止，美國有卅三個州保有死刑制
度，十七個州不實施死刑。儘管美國多數州並未「廢死」
，但不可諱言，死刑判
決已有減少趨勢，2000 年全美有二百廿四名罪犯被判死刑，去年則只有七十七
名；至於馬里蘭州從 1976 年恢復死刑至今，只有五名死刑犯遭到處決。
在馬里蘭州議院的死刑存廢「世紀大辯論」中，贊成廢死的議員提出一份
馬里蘭大學的研究報告，發現殺害白人的被告被判死刑的機率，是殺害黑人的
二到三倍；此外，也有議員引述美國律師協會的報告，指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死
刑犯沒錢聘雇律師，更多死刑犯則有毒癮、智能障礙、嚴重的認知障礙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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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聞網 2013 年 3 月 21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呂烱昌
聯合報╱2013/03/26/華盛頓記者賴昭穎 http://udn.com/NEWS/WORLD/WOR6/77882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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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反廢死的議員則主張，對於令人髮指的重大案件，死刑可以是重要
的執法工具，不該廢除。
在現今的人類社會，死刑存廢的價值論戰，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宛如受害
者的公道和加害者的人道之間的角力。美國康乃狄克州去年底的校園槍擊案，
一位受害學童的父親除哀悼愛女，也向凶嫌家屬表達慰問，這樣的大愛，有時
會比「殺人償命」的訴求來得更令人震撼。

(32).南韓 15 年未執行死刑，60 死刑犯繼續坐牢221
根據南韓媒體 2012 年 09 月 04 日報導，南韓已經將近 15 年沒有執行過死
刑，因此南韓被國際特赦組織分類為廢除死刑的國家。
據南韓《東亞日報》今日報導，目前被囚禁的死刑犯有 60 人。最後一個被
執行的死刑為 1997 年、前總統金泳三執政時期進行，雖然現任總統李明博在執
政後，有召開幾次關於執行死刑的會議，甚至於 2010 年篩選出 5 名需要執行死
刑的人犯，但由於政府考慮到外交摩擦，最終不了了之。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死刑存廢；我國未來的方向：
一、短期目標：(1).絕對死刑的逐步廢除。(2).相對死刑的減少。
二、中期目標：為了配合死刑的廢除，因此在 2005 年的刑法修正
中；
(1)廢除連續、牽連犯與常業犯.
(2)最高刑期提升：將數罪併罰的應執行刑提高至三十年。
(3)三振法案的引入：對於三犯以上者明文不得假釋，
(4)少年、老年不得處死刑未滿十八歲或滿八十歲者，不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三、長期目標：
(1)死刑全面廢除：配合世界趨勢，全面廢除死刑。
(2)在廢除死刑後，採行無假釋的無期徒刑。

(33).死刑的意義（日本真實案例）222，值得令人省思！
這是日本第一位犯罪時未滿十八歲而被判死刑的案例：
1999 年 4 月 14 日，日本的山口縣光市發生一件殘忍的凶殺案。當時 23 歲
的「本村洋」先生於晚間七點左右下班返家，發現大門沒有鎖。進了家門之後，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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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2 年 09 月 04 日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press_info&id=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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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不見妻子跟 11 個月大的女兒「夕夏」的蹤影。家裡一片凌亂，不安的本村
洋先生開始在不算大的家裡找尋妻女的蹤跡。最後在收納棉被的櫃子裡面，發
現妻子半裸而且已經變僵硬的屍體。
本村洋先生馬上報警，警察抵達之後，在收納櫃最上層的地方，發現用塑
膠袋包著，當時才 11 個月大的夕夏妹妹的屍體。1999 年 4 月 18 日，警方逮捕
當時剛滿 18 歲一個月的少年。根據犯人的供述，他於 4 月 14 日當天下午兩點
左右，喬裝成排水管檢查的工人，按門鈴順利進入被害人家中。
目的只有一個；強姦被害人。少年將「本村彌生」壓在身體下面，可是遭
到被害人激烈的反抗。少年於是動手掐死被害人，被害人彌生窒息死後，加害
者的少年用事先準備好的膠帶將被害人雙手綑綁，並在口鼻處也黏上膠帶（預
防被害人“萬一＂又甦醒），對死去的被害人進行「屍姦」。
當時 11 的月的嬰兒夕夏一直在媽媽的旁邊哭泣不休，少年將嬰兒拋往別
處，可是嬰兒還是掙扎哭著，往已死去的母親遺體處爬去。獸性大發的少年怕
嬰兒的哭聲引起鄰人的注意而壞了他的好事，於是將哭鬧不止的夕夏從母親遺
體旁邊拉開，重摔地面數次之後再用繩索勒斃。
雖然加害的少年當時未滿二十歲，可是所犯的案情殘忍重大，山口縣的少
年法庭決議將全案移交山口地檢署審理。第一次開審議庭時，本村洋先生抱著
妻女的遺照出庭，卻被法官阻止。法官的考量是被害者的遺照會影響加害少年
的心理跟情緒。
是的，妳沒有看錯，當時主審的法官確實是這麼說的。因為被害者的遺照
會影響加害者的心理情緒。開庭時，犯人「福田孝行」穿著拖鞋進入法庭，辯
護律師推推他的手示意，「福田」這才對著被害人家屬的方向鞠躬，說了一句：
「真是對不起，我做了無法寬恕的事。」
這句“對不起＂，成為之後法官認定犯人“已經有悔改意思＂的參考。殺
了兩個人，只要事後表現出"我很抱歉"的樣子，就代表有悔改，然後就可以得到
寬恕。
本村洋先生不斷的跟法官抗議，最後，法官准許他帶遺照進去，條件是必
須用黑布將照片蓋住才可以。當時一審下的判決是；無期徒刑。跟台灣類似的
是，日本並沒有真的無期徒刑。尤其當時的少年身上有著「少年法」保護，頂
多關個七、八年（表現良好的話）就可以出獄。
當時被告的辯護律師，竟然在法官下了無期徒刑的判決時，對著旁聽席的
被害家屬，比了一個“勝利＂的手勢。本村 洋先生在判決之後招開記者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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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麼說的：
「我對司法很絕望。原來司法保護的是加害人的權益，司法重視的
是加害人的人權。被害者的人權在哪兒？被害家屬的權益在哪兒？如果司法的
判決就是這樣，那不如現在就把犯人放出來好了，我會親手殺了他！」
記者會結束之後，
「本村」先生走進擔任本命案的檢察官辦公室。檢察官「吉
田」先生戴著銀框眼鏡，個性沉穩內斂。平時給人一種酷酷的感覺的吉田先生，
突然以憤怒顫抖的聲音對著「本村」先生說出自己的想法，這突然的舉動讓本
村先生屏息。
吉田檢察官說：
「我自己也有個年幼的女兒，無法想像有人可以狠心到，將
一個還不會走路卻拼命的爬往母親身旁的嬰兒，抓起來往地面重擊然後殘忍殺
害。如果司法對這樣的人，無法做出嚴重的懲戒，那還要司法做什麼？ 我絕對
不認同這樣的審判結果！一但你屈服於這樣的審判結果，以後這個案子就會成
為法官判案的基準。我絕對不容許！就算是我的上司持反對意見，我也要控訴
到底。就算失敗一百次我也要嚐試第一百零一次。本村先生，讓我們一起為推
動司法改革而奮戰吧！」
吉田檢察官的這番話，讓本村先生的腦海裡第一次浮出“使命＂這兩個
字。為了不讓妻女寶貴的生命就這樣白白的犧牲，本村先生決定，今後他要扛
起改變司法的這個使命。
走出吉田檢察官的辦公室之後，本村先生從宇部機場搭飛機前往東京羽田
機場，參加日本朝日電台的熱門新聞節目「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的現場演
出。
自從“使命＂這兩個字浮現在腦海之後，本村先生決定透過電視傳播媒體
向一般社會大眾表達自己的主張，讓社會大眾更加了解犯罪被害者的心境以及
及犯罪被害者在司法前受到的不平等待遇。
當天晚上十點半，本村先生準時的出現在「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的節
目上。臉上的表情已經沒有中午開記者會時的激動，或許他已經意識到自己的
「使命」，所以他冷靜客觀的對著全國觀眾作訴求。他說：「在現今的刑事訴訟
法中，就我知道的範圍之內，關於被害家屬權利的部分，什麼都沒有。不但沒
有權利這兩個字，就連被害家屬可以做什麼也完全沒有提及。現狀是這樣的：
“ 國家獨占了刑罰權，居於強勢位置的國家（政府）裁決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
人（人民），所以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人（人民），有著許多法規保障被告
人（人民）的權利。可是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完全將受害者及其家屬屏除在外。”
所以，今天我帶妻女的遺照出庭，也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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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先生的訴求，很快就得到正面的回應。當時日本的相關司法界總理，
「小
渕恵三」先生，回答記者的提問時說：
「法律對於無辜受害者的救濟跟保障很顯
然是不夠的。身為政治家的我們，對本村桑的情境跟訴求不容忽視！」但在他
回應的 11 天後，「小渕」總理因為腦梗塞緊急送醫、不幸於 5 月 14 日逝世。
可是在他過世前兩天，
「犯罪被害者保護法」
、
「改正刑事訴訟法」
、
「改正検
察審査会法」這三個法案在國會全數通過。本來只能在旁聽席上旁聽的犯罪被
害者及其家屬，以後可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見。像本村先生一樣的犯罪被
害者的聲音，開始被司法正視。
檢察官不服第一審無期徒刑的審判，決定繼續上訴到廣島高等裁判所（法
院 ）
。2002 年 3 月 14 日，廣島高等裁判所將檢察官對被告求處極邢的控訴駁回。
理由是：“犯人當時才剛滿 18 歲又一個月，思想尚未成熟，顧及被告未來
還有無限的可能性。對於將來，不能論定犯人完全沒有更生的機率，所以駁回
檢方死刑的控訴，維持無期徒刑的判決。＂
二審雖然又被法院駁回，可是檢察官還是不屈不撓，決定繼續上訴到最高
裁判所 （法院）。檢察官得知被告在獄中曾經寄出幾封信件給外面的友人。於
是挨家挨戶的查訪，終於探訪到寄出信件的收件人，並且得到收件人（被告友
人）的同意，取得被告親筆書寫的信件。
對於自己犯下的強姦殺人罪，被告「福田孝行」是這麼寫的：
「不過就是一
隻公狗走在路上，碰巧遇到一隻可愛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騎上去了......這
樣也有罪嗎？」被告「福田孝行」因為法律的保障，國家有義務提供替他辯護
的律師，費用由國家全數支出。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次福田被告的辯護律師並非由國家提供，而是民間
的律師團體自願出任。本案上訴到最高法院時，被告福田孝行的辯護律師由原
來的兩人（自願擔任）
，增加為二十一位，規模之大，堪稱「世紀辯護律師團」。
這些辯護團律師成員們正是所謂的人權擁護者，以「廢除死刑」為最大的使命
以及任務。至此，本來是一場單純的凶殺案的審判，卻被這群贊成廢除死刑的
人權派律師們當成表演舞台，開始他們一幕幕卑劣可恥的表演活動。
第一、二審時，被告福田對於犯行的經過以及對受害人的殺意完全沒有否
認也沒有爭論的地方。可是到了最高法院開庭公審，福田被告的辯護律師從原
本的兩人改成二十一位辯護律師團之後，突然全盤否定之前的供述。
辯護團的主任律師；
「安田好弘」先生指出；在他接見被告時，被告向他宣
稱當時他對受害人是「本村彌生」以及「本村夕夏」並無殺意。之所以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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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審的時候提出，是因為被告當時的主張並沒有被採納。
世紀辯護團提出以下的主張：
「被告福田的母親是自殺身亡，被告因為渴望
母愛，希望被母親擁抱的慾望過於強烈，才會在見到被害人時情不自禁的抱緊
被害人，最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遺憾。被告並非是強姦目的而侵入民宅，而是
想求取失去的母愛。」至於被害人死後還對被害人屍姦的行為，世紀辯護團的
律師是這樣辯解的是：
「因為被告福田認為，只要將精子送入被害人的體內，被
害人就會起死回生。所以死後對遺體的性行為並非汙辱遺體，而是一種起死回
生的儀式。至於用繩索勒斃夕夏小妹妹也不是心存殺意。因為夕夏妹妹一直哭
泣，福田被告想讓夕夏妹妹停止哭泣，所以在她的脖子上綁上蝴蝶結而已。」
世紀辯護團律師的結論是：
「被告並非故意強姦殺人而是傷害致死。檢察官
那方，因為想讓被告被處死刑，所以把被告塑造成十惡不赦的形象。」還好，
檢方提供福田被告寄給友人的信件做為證據。對照一審跟二審法官認為「被告
未來仍然有無限的可能性以及被告已經有悔改之意的說詞」與福田被告寄出信
件的內容，無疑是一大諷刺。
2008 年 4 月 22 日，法官對被告一方的辯護主張全面否定，宣判福田被告因
惡行重大處以死刑。距離命案發生時已經經過九年的歲月。死刑宣判後的記者
會上，本村先生並沒有任何"勝利"的喜悅。
當 2002 年審理判決了對「福田」無期徒刑時，本村先生曾經這樣說過：
「讓
死刑犯改判無期徒刑的意義；應是在於讓一個犯了殺人罪的犯人，誠實的面對
自己犯下的錯誤，打從心裡反省自己的罪行，決心將自己剩餘的人生，用來贖
罪並對社會做有意義的奉獻。一個本來十惡不赦的壞蛋，最後可能會脫胎換骨
變成真誠努力的善人。可是，此時國家社會卻要奪去這位，已經重生的“善人＂
的性命。那是很殘忍，很冷酷，是不是？是的！無情的奪取他人寶貴的生命，
的確是很殘忍的一件事。不過，相對的，這個時候犯罪人才會真切的體會到，
被自己殘忍殺害的被害人，他們的生命也是這樣的無價。死刑存在的意義不是
報復手段，而是讓犯人可以誠實面對自己所犯的惡行的方式。」
本村先生七年前的主張，竟然在被告「福田」身上應驗。一、二審判無期
徒刑時，福田本身也很清楚，大概七、八年之後就可以假釋出獄。寫給友人的
信件當中，充滿了侮辱被害人以及其家屬的言論，其中還有藐視司法的部分。 他
寫著：「這世界終究是由惡人獲勝的 七、八年之後，等我出獄時，你們要舉辦
盛大的 party 歡迎我啊 」你完全沒有辦法感受犯人的悔意。可是在下了死刑的
判決之後，福田被告終於意識到自己犯下的罪行之嚴重性，開始寫信給遺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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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自己的懺悔。
很遺憾的，有些人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才會了解生命的尊嚴及
意義。死刑的意義就在這裡。
按：嚴懲少年犯罪，日本內閣頃通過修正案223
日本政府於 2014 年 2 月 6 日上午在內閣會議中決定有關少年犯罪嚴懲化的少年
法修正案內容。修正法案內容記載，18 歲以下刑責上限將由 15 年上調為 20 年。
這項修正法案下午提交國會審理。日本媒體報導，內閣會議今天通過少年法修
正案。現行的少年法基於 重視少年更生的觀點，少年犯下相當於成人會被判無
期徒刑罪行的情況，如果犯罪時未滿 18 歲，有期徒刑為 10 至 15 年之間，修正
法案將此改為 10 至 20 年。判決時未滿 20 歲的少年被判不定期的刑期上限 10
年將改為 15 年。假釋條件也將現行法的「經過 3 年後」改為「經過服刑刑期的
1/3 之後」。如果少年犯下相當於成人被判刑 30 年以下有期徒刑罪行的情況，
不定期的徒刑現行法是「5 年以上、10 年以下」，修 正法案為「10 年以上、15
年以下」。少年如果犯行是在 18 歲以上，也有可能被判死刑。14 歲以上、18
歲以下的少年犯最重可能判無期徒刑。根據現行法的話，僅次於無期徒刑的重
刑就是判處 15 年徒刑，有人認為兩者差距過大。少年法修正案記載，基於保護
少年權利的觀點，公設辯護律師陪同的 制度將不限於重大罪犯，竊盜、傷害等
較輕的犯罪也適用。

(34).印尼 2013 年，恢復執行死刑224
印尼政府今天（2012/12/25）宣布，將於明年（2013）執行一批犯人的死刑，
這將是印尼自 2008 年以來，再度恢復執行死刑。
印尼法院雖然在今年判處 113 人死刑，不過從 2008 年以來就未曾執行死
刑。這 113 人中有 60 人是謀殺犯、51 名毒犯及 2 名恐怖分子。
副檢察總長馬福（Mahfud Mannan）今天在雅加達舉行的記者會上表示，檢
察總長辦公室原本打算在今年處決 1 名死刑犯，不過因不斷與司法與人權部協
調，因而延緩執行死刑的時間。
馬福指出，檢察總長辦公室打算在明年執行 10 名犯人的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總統尤多約諾在內，許多印尼公眾都曾表示反對死刑。

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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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多約諾最近曾公開反對死刑，他說，全球正朝向廢除死刑的方向努力，
而印尼卻走相反的道路。
今年 10 月，印尼政府改判 1 名死刑毒販為終身監禁後，尤多約諾就曾表示，
「我們一定不可以錯懲民眾」。不過，這項改判隨即也引來各界批評。

(35).殺人求死，美國受刑人再殺第二名獄友225
美國維吉尼亞州一名受刑人一心求死，不僅去年在獄中殺害一名獄友，還
放話說若法官不趕快判他死刑，他還會再殺其他獄友，而且他果然「說到做到」！
現在監禁他的監獄主管單位上週末表示，這名受刑人「涉入」同監獄另一名囚
犯的命案。
要求法官快判死刑；這名想被判死刑的 40 歲受刑人葛里森二世，現被關在
最高度戒備的維吉尼亞紅蔥州立監獄獨居隔離牢房。同監獄另一名也被關在隔
離牢房的 26 歲受刑人庫柏，2010 年 8 月 02 日在放風時間死於操場上，死因據
信是遭勒斃。州檢察官艾金斯 7 月 31 日晚間證實，葛里森二世「涉入」此案。
不過，隔離牢房有各自的活動操場，以鐵絲網隔開，獄方還在調查庫柏是
怎麼被勒斃的，懷疑凶手是以毛巾、床單或衣物穿過鐵絲網行凶。葛里森此前
因謀殺案被判終生監禁，去年被關在華倫斯脊監獄時，將同牢房、有精神病史
的獄友殺害，葛里森在獄中犯案後坦承不諱，還告訴檢察官，如果不判他死刑，
他會再殺害其他獄友；本案將在 8 月底宣判。

(36).一個巴掌選擇原諒，伊朗殺子仇人躲過絞刑226
一個巴掌，讓即將面臨絞刑的殺人犯，獲得被害家屬的原諒！據 2014/04/19
媒體報導；伊朗一名 20 多歲的男子巴拉，7 年前殺死恩師兒子，日前他被矇眼
站上絞刑台，正要行刑時，被害人的母親突然衝上台，打了巴拉一個巴掌後，
選擇原諒他，而且還和丈夫把殺子仇人，從絞刑套上把巴拉放下來，放他一條
生路，感人畫面引起不小討論。
刑場見證攝影師：「他的呼吸很沉重，很努力想弄清楚即將要發生在他身
上的事。」面對死刑，殺人犯也無法再凶狠，只能被矇上眼押解到絞刑台，準
備服刑，但就在這個時候。攝影師：「但後來她（被害人母親）要求一把椅子，
22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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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 2014 年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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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可以站上絞刑台，而就在這時，她給了犯人一個巴掌，然後說，她原諒他。」
被害人的母親用一個巴掌，原諒殺子仇人，還和丈夫把殺人犯「巴拉」絞
刑套索解下，放他一條生路，這一張張照片，真實故事在伊朗上演，巴拉 7 年
前和一名足球教練學踢球，不料卻在一場街頭鬥毆中，打死教練的兒子被判死
刑。
攝影師：「她（被害人母親）告訴大家，當她失去兒子後，每天活在惡夢
中，即使伊斯蘭法律建議要原諒，但她無法原諒巴拉所做的一切。」
原本失去愛子的母親不打算原諒，但她最後轉念地說，她曾夢到死去後的
兒子過得很安祥，加上所有親人都叫她放下，現在她選擇原諒，如釋重負，巴
拉的母親痛哭擁抱被害人的媽媽，謝謝她饒了兒子一命。
不過巴拉未來還是要入獄服刑抵罪，而被害人的爸爸，則打算用巴拉給的
賠償金，在家鄉用兒子的名字，蓋一棟體育館，一個巴掌的原諒，被一名伊朗
攝影師用鏡頭捕捉下來，感動不少人。

(37).美國俄亥俄州計劃增加死刑注射用藥量227

（圖 57.

麥圭爾 1989 年強姦並殺害了一名孕婦。）

美國俄亥俄州用一種混合新針劑對一名謀殺犯執行注射死刑時，該死刑犯
用了半個小時才咽氣。這名死刑犯丹尼斯·麥圭爾（如圖 57.）的律師 2014 年 4
月 28 日說，麥圭爾經歷了「痛苦的」死亡，違反了他的憲法權利。
目擊者說，麥圭爾在被注射死刑針劑後，急促喘息了近 26 分鐘後才死亡。
麥圭爾因在 1989 年強姦並殺害了一名懷孕婦女被判處死刑。這是俄亥俄州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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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恢復死刑後死刑執行時間最長的一次。該州官方對此事件的調查報告得出結
論說，麥圭爾注射藥物後是處於昏睡狀態，並沒有經歷痛苦。
「對其死刑的執行是符合憲法和政策的」
。不過，俄亥俄州還是決定增加死
刑注射劑中止痛和鎮靜藥的成分，「以緩和人們的擔憂」。俄亥俄州被迫改用由
鎮靜藥咪達唑崙和止痛藥氫嗎啡酮的混合針劑執行注射死刑，因為生產先前使
用的死刑針劑的丹麥藥廠不再允許將其產品用於死刑。
俄亥俄州下一次執行死刑的日期是 5 月 28 日。美國俄克拉荷馬州是全美按
人口計算處決犯人最多的州。

(38).美毒針失效，死囚掙扎 40 分鐘死228

（圖 58.

卅八歲的死囚洛基特。法新社）

美國奧克拉荷馬州 2014 年四月廿九日在以注射藥物處決一名死刑犯時，疑
因藥物未進入死囚靜脈，導致他痛苦掙扎，行刑官員雖暫停處決程序，但死囚
在稍後死亡。此案除使原訂兩小時後處決的另一名死囚暫時死裡逃生，也使美
國毒針處決的多項爭議更趨激烈。
廿九日的處決程序在當地時間晚間六時廿三分展開，卅八歲的死囚洛基特
接受注射三劑毒針的第一劑，十分鐘後醫師宣布洛克特喪失意識，準備注射第
二及第三劑。但約三分鐘後，洛基特開始大口呼吸、痛苦地扭曲身體且抬起頭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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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州容許目擊者觀看死囚處決過程，有目擊者說，洛基特曾大叫「噢，天
哪！」獄方此時拉下簾幕，不讓民眾繼續旁觀。
典獄長派頓說，醫師發現第一劑針劑似乎並未流入洛基特的靜脈時，正在
把第二及第三劑毒針注入洛基特體內。後來派頓打了幾通電話，下令暫停處決，
但洛基特在七時零六分死亡。 洛基特的律師山德福特說：
「看起來像是酷刑。」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奧州監獄處發言人說，洛基特在注射三種致命藥物後，死
於心臟衰竭。
洛基特在廿三歲時犯下多起罪行，包括一級謀殺、一級性侵、挾持人質及
搶劫，在 2000 年因一級謀殺罪被定罪。典獄長派頓在洛基特死亡後，通知奧州
檢察長辦公室及州長瑪麗．法林。法林隨後火速發布行政命令，將原訂當晚八
時進行的另一名死囚華納的處決程序延後十四天，以便詳細了解洛基特的處決
經過。洛基特是奧州首度以三種致命針劑處決的死刑犯，包括使人喪失意識的
咪達唑侖（midazolam）、使人停止呼吸的維庫溴安（vecuroniumbromide）及讓
心臟停止跳動的氯化鉀（potassium chloride）。美國自去年起，就出現毒針處死
是否合憲的問題，當時歐洲多家製藥公司唯恐遭反對死刑人士的攻擊，禁止美
國監獄拿他們出產的藥品處決死囚，或拒絕供應致命針劑。目前全美有卅二個
州必須找尋新的處決藥物。英國衛報報導，美國死囚從打針到斷氣的時間平均
為九至十一分鐘。歐洲拒絕供藥後，只注射戊巴比妥（pentobarbital）的斷氣時
間變成十二至卅分鐘。奧州監獄處原本不公布三種致命針劑名稱，但兩名死囚
的律師告上法院，還要求知道供應商是誰。後來奧州監獄處讓步，公布針劑名
稱，但該州高等法院判決說，死囚無權知道那些針劑的來源。

(39).馬爾地夫廢除死刑 60 年，但在 2014 年 05 月起恢復229。
馬爾地夫廢除死刑 60 年，但在本周（2014 年 05 月 01 日）起恢復，裁定意
圖謀殺或誤殺罪成的犯人，會接受致命注射，連青少年罪犯也不能倖免。聯合
國和歐盟則譴責馬爾地夫恢復死刑。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在馬爾地夫，滿 10 歲的罪犯必須服刑。但根據該
國伊斯蘭教規條，部份罪犯滿 7 歲便要服刑，意味著青少年罪犯若犯謀殺或誤
殺罪，也不能倖免死刑。新例實施以來，至今已有 20 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
1 起案例被高等法院駁回。聯合國及歐盟均對事件表示關注，譴責馬爾地夫恢復
死刑，尤其是牽涉到青少年罪犯的案件。
229

翻自《半島電視台》2014 年 05 月 02 日（施旖婕／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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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美國康州參院通過廢除死刑法案230
美國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參議院，2012 年 4 月 5 日以 20 票贊成、16
票反對，通過廢除死刑法案，使得康州距離廢除死刑的目標又向前邁進一步。
如果這項廢除死刑法案再獲得康州眾議院通過，並經州長簽署，將使得康
州成為美國在 5 年內第五個廢除死刑的州。康州參院由民主黨掌控大多數席次，
在歷經 10 小時的冗長辯論後，終於表決通過廢除死刑法案。目前該案已送交康
州眾院審議，預料可望順利通過。
此外，康州州長馬洛伊（Dannel Malloy）也已承諾在參眾兩院通過法案後，
儘快簽署生效。未來在康州正式廢除死刑後，最重刑罰將由終身監禁、不得假
釋取代。而且康州政府也在 3 日通過一項修正案，未來如果有犯罪人遭法院判
處終身監禁、不得假釋的刑罰時，他們必須與目前的監獄死囚接受同等嚴厲的
待遇。

(41) .胖到靜脈難找，美國死囚求暫緩執行231
美國死刑犯庫伊以胖到無法執行死刑為由，要求法官「針下留人」
。他表示，
他重達 121 公斤的體重不僅使行刑人員難以找到靜脈，同時他的重量也將使麻
醉藥物失效，致使他難以人道死亡。
相同藉口 五年前逃一劫；庫伊的律師群向聯邦法庭申訴指出，約一百七十
公分高的庫伊五年前就是因為找不到靜脈，法官只好在最後時刻，宣布暫緩執
行死刑，如今因庫伊體重增加，同樣的問題將更為嚴重。
據 2008/08/06 媒體報導；這份申訴文件也提及一名監獄護士在 2003 年做出
的報告，內容指出，在診療程序中，醫官難以對庫伊進行抽血，因為難以找到
血管。四十一歲的庫伊，在 1986 年因強暴並殺害兩名女大學生而被判處極刑，
目前囚禁於俄亥俄監獄的他定於十月十四日執行注射死刑。
「俄亥俄公設辯護律師辦公室」聘用的醫師希斯指出，庫伊服用的治偏頭
痛藥物「泰妥」（Topamax）可能對巴比妥鹽類麻醉藥物產生抗藥性，他說，庫
伊的體重加上可能的抗藥性，致使他無法被妥當麻醉的風險很高。
美國注射死刑的程序是先為囚犯施打高劑量的巴比妥鹽類麻藥，使其失去
意識，之後施打肌肉鬆弛劑，使囚犯身體麻痺，無法反應，最後再施打致命毒
藥。他的公設辯護律師施奈德指出：
「所有的專家贊同，如果第一劑藥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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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刑將令人極度痛苦。」
掀起人道死刑爭議；去年俄亥俄州監獄在死囚紐頓行刑前，也具文警告 182
公分高、近 120 公斤重的紐頓難以找到靜脈。紐頓在施打毒藥後，持續十六分
鐘才死亡，是該州死囚斷氣前掙扎最久的注射行刑。正常情況下，死囚應在注
射約五分鐘內平靜死亡。兩年前，死刑犯朗格以其罹患糖尿病與過胖，注射行
刑恐面臨巨大痛苦為由，提出暫緩執行死刑訴訟，不過遭聯邦法院駁回。

(42).取消死刑，叛教蘇丹母親獲釋232
因背叛伊斯蘭律法嫁給基督徒，而被判處絞刑的 27 歲蘇丹婦女伊斯海格的
律師說，她已獲釋。喀土木法庭在被告律師提出辯護後，今天取消伊斯海格
（Meriam YahiaIbrahim Ishag）的死刑判決，並下令釋放她。
據 2014.06.24 媒體報導；蘇丹法院以背叛伊斯蘭律法嫁給基督徒為妻為由，
判處伊斯海格絞刑，引發國際撻伐。蘇丹喀土木（Khartoum）法院於 5 月 15 日
依伊斯蘭律法，判處伊斯海格死刑，根據 1983 年實施的伊斯蘭律法，改信其他
宗教的叛教行為可處死刑。伊斯海格的父親是穆斯林，她於審判期間告訴庭上，
自己從未成為穆斯林。
但法官判處她 100 下鞭刑，再加上絞刑。過去這段時間，伊斯海格一直攜
帶 20 個月大長子，被關押在恩圖曼（Omdurman）監獄。她於 5 月 27 日在女子
監獄產下一女。她的夫婿瓦尼（Daniel Wani）是美國公民。 瓦尼於 5 月 29 日
前往監獄探視妻子和新生女嬰，並稱母女兩人均「健康良好」。

(43).死囚刑前一家 7 口齊聲喊冤，廣東法官「刀下留人」233
被指控製毒的劉文彪 23 日在廣東惠州中級法院執行死刑，但就在將被押赴
刑場之際，他忽然大喊「冤枉！不服！」
，其父母、弟弟、妻子、三個孩子一同
下跪哭喊，稱劉只是真凶李男的「替死鬼」
。法官竟然也當場以「上報重大立功
材料，有些（事情）需要查核」為由叫停處決，上演了一齣「刀下留人」劇碼。
據 2014 年 5 月 24 日媒體報導；劉文彪原本被指控為一個製毒團體的首腦，
從 2010 年開始製造毒品共 102 公斤，一審被惠州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劉文彪
2012 年上訴，廣東省高級法二審仍維持死刑判決，經最高法院審查核准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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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惠州中級法院 23 日宣讀完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書，詢問受刑人有什
麼話說的時侯，劉文彪竟與旁觀的家人齊聲喊冤，說一名李男才是製毒首腦。
文彪還稱，有舉報兩人製販毒品、非法持有槍支的重大舉報立功材料。
法官認為劉文彪「上報重大立功材料，有些（事情）需要查核」
，當場就停
止了死刑執行。根據劉文彪家人指出，李男很有錢，製毒的出資、指揮都是他，
劉文彪因為是他的國小、初中同學，被他借場地製毒，被抓之後李某僅被判一
多，「現在已經出來了！」

(44).死刑藥來源神秘，死刑爭議再浮現234
美國三個州從 2014 年 6 月 17 到 18 日 24 時內處決三人，死刑的爭議再度
浮上媒體。4 月底以來，全美本來有九件死刑延後執刑，原因是藥物烏龍。4 月
29 日，奧克拉荷馬州執行死刑犯洛克特的死刑，中途叫停，因為發現死刑藥沒
有妥善注入洛克特的血管。執刑中斷約 30 分鐘後，洛克特死於心臟病突發，釀
成醜聞。
據 2014.06.19 媒體報導；福坦莫（Fordham）大學專攻死刑的法學院教授丹
諾表示：
「我想，洛克特事件之後，人人都密切觀察死刑，包括這三件最新的執
刑案。」九件延期執刑的原因各各不同，其中包括洛克特案引起的藥物疑慮。
死刑藥相當神秘，佛羅里達、密蘇里、喬治亞州有關當局都拒絕透露所用死刑
藥購自何處或是否經過試驗。密蘇里、喬治亞州使用單一藥物，佛州則使用三
種藥物。
目前，死刑犯的辯護律師大多以洛克特烏龍可能重演，以及死刑藥來自身
分不明、管理鬆弛的死刑藥藥廠為由，要求暫停執刑。他們表示，這些藥物可
能使受刑人遭受違反美國憲法的殘忍、非常懲罰。最新處決的三人，有兩人的
辯護律師即提此抗辯。
不過，專家說，關於死刑藥的來源及其施用方式，疑點雖多，執意執刑的
州似乎未以為意，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也尚無根據這些疑點諭令停止死刑的判例。
死刑的法庭戰爭持續過程中，有些傾向死刑的州力推恢復死刑，包括最新
執刑的三州。
不過，麻州安默斯特學院教授沙拉特說，恢復死刑的速度有區域性的分野：
「有些地區，有些州堅持死刑，特別是南方，其他州比較審慎，即使官方沒有
宣布中止，也是事實上中止死刑，等各界把問題釐清再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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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4）年以來，全美有 23 人處決，其中德州、佛羅里達、密蘇里、喬
治亞四州占 21 件，可以看出死刑的執行地區相當集中。
非營利、反對死刑的「死刑資訊中心」執行長狄特表示，目前全美有 32 州
仍有死刑，但真正執刑的州數已經銳減。例如賓州仍有死刑，但 1999 年至今未
曾執刑。猶他州 2000 年來執行一件，馬里蘭與華盛頓州兩件。
2011 年以來，有 13 州執刑，而 1999 年 20 州總共執行 98 件。德州檢察長
5 月 30 日宣布，德州監獄系統不必透露所用死刑藥的來源。

(45).美國恢復注射死刑 24 小時處決三名死囚235

（圖 58. 此次在美國被執行注射死刑的三名死囚之一 Marcus Wellons。）
自今年 4 月俄克拉荷馬州的注射死刑出錯之後，美國首次恢復執行注射死
刑，在佐治亞州、密蘇里州和佛羅里達州共處死三名死囚。
在佐治亞州，被執行死刑的 Marcus Wellons（如圖 58.）在 1989 年強姦並殺
死一名 15 歲的女孩。佐治亞洲當局的一名發言人說，Wellons 是在注射了藥物
的一個多小時之後死的，死亡時間為周二 23 點 56 分，無明顯的併發症。他在
執行死刑前的最後一刻，以注射藥物的來源為由提出上訴，但被最高法院駁回。
第二名被執行死刑的 John Winfield 是在密蘇里州，他在 1996 年殺害了兩名
婦女，他在周三凌晨被注射藥物死亡。周三晚些時候，佛羅里達州將在當地時
間 18 點對第三名死囚 John Ruthell Henry 執行注射死刑。
這是美國在俄克拉荷馬注射死刑出錯之後首次重新恢復注射死刑，24 小時
內處決三名死囚。今（2014）年 4 月，俄克拉荷馬州監獄當局在對死刑犯 Clay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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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網站中文網 2014 年 6 月 18 日（編譯：嵇偉 責編：李莉）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6/140618_us_exec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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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tt 注射了藥物後，他開始躁動，在一個小時之後才死於心臟病。
就像俄克拉荷馬州一樣，佐治亞州和密蘇里州當局都拒絕透露是從哪裏獲
得的注射藥物，以及是否對藥物進行過測試。Wellons 的律師和其他被關押的死
囚的律師們都已經在法庭上對注射死刑藥物如此保密提出了挑戰。
我國「監獄行刑法」第 88 條：受刑人在監死亡，監獄長官應通知檢察官相
驗，及通知其家屬，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第 89 條：死亡者之屍體經通知後 24
小時內無人請領者，埋葬之，如有醫院或醫學研究機關請領解剖者，得斟酌情
形許可之。但生前有不願解剖之表示者，不在此限。
前項已埋葬之屍體，經過十年後得合葬之，合葬前有請求領回者，應許可
之。第 90 條：死刑用藥劑注射或槍斃，在監獄特定場所執行之。其執行規則，
由法務部定之。第 31 條第 1 項所列舉之期日，不執行死刑。
藥物烏龍兩個月後，美國 24 小時處死 3 人236；美國喬治亞、密蘇里、佛羅
里達三個州 17 日晚上至 18 日晚上 24 小時內分別處決一名死刑犯 （如圖 60.）
。
這是 4 月底奧克拉荷馬州為一名死刑犯注射處死，犯人不是死於注射藥，而是
死於心臟病突發的烏龍以來，美國處決的第一批死刑犯。
（如圖 59.） 在喬治亞
州，獄方 17 日晚上為 59 歲的維倫斯注射死刑藥，一個多小時後，維倫斯在 11
時 56 分死亡。獄方宣布他死亡前一刻，一名獄卒昏倒。

（圖 59. 喬治亞州處死維倫斯前，主張廢除死刑民眾舉牌抗議，牌子寫說「144
名死囚證明無辜平反」。美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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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晚報 2014/06/19 http://udn.com/NEWS/WORLD/WOR6/87509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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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美國喬治亞、密蘇里、佛羅里達三個州 17 日晚上
至 18 日晚上 24 小時內分別處決一名死刑犯。）
維倫斯 1989 年強暴並殺害 15 歲的鄰居少女，棄屍林地。喬治亞州府「特
赦與假釋委員會」16 日拒絕讓維倫斯免死之後，他求生之路剩下上訴美國聯邦
最高法院。他的執刑時間原定 17 日晚上 7 時正，為了等上訴結果而延後。11
時前不久，最高法院宣布駁回上訴，獄方即著手執刑。見證處決過程的《亞特
蘭大憲法報》報導，維倫斯對受害少女的家人道歉。約五分鐘後，密蘇里州當
局在 18 日零時 1 分為 46 歲的死刑犯溫菲德注射，他九分鐘後死亡。溫菲德最
後一刻上訴聯邦最高法院也被駁回，州長連帶拒絕簽字讓他免死。
溫菲德與女子卡美莉妲交往數年，她為他生了兩個孩子，後來與別人約會，
1996 年，溫菲德上門找她理論，對她以及和她在一起的兩名女子頭部開槍，造
成兩死，卡美莉妲倖存但從此失明。
在佛羅里達州晚上 7 時 43 分，獄方宣布 63 歲的死刑犯亨利注射死刑藥後
死亡。亨利的律師團以他心智不穩定而不適合受死為由上訴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被駁回。
亨利 1976 年刺妻子 20 刀致死，以二級謀殺罪入獄不到八年，1983 年假釋，
1985 年刺死第二任妻子，數小時後將她與另一男子所生的 5 歲兒子抱在膝蓋上
活活刺死 。德州、佛羅里達州、密蘇里州是美國執行死刑最頻繁的州。德州今
年已處死七人，佛州五人，密蘇里州也是五人。

(46).日本執行今年（2014 年）首次死刑，安倍政權處死 9 人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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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4 年 06 月 26 日（林奐成╱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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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日本 2014 年 06 月 26 日執行絞刑。示意照。翻攝 news.dayoo）

日本今天（2014 年 06 月 26 日）執行今年首起死刑，以絞刑處決 68 歲男性
罪犯川崎政則，這也是首相安倍晉三自 2012 年 12 月上台以來第 5 次執行死刑，
已處決 9 人。
法新社報導，川崎政則被控於 2007 年闖入四國香川縣一戶民宅，刺死 3 人，
包括一名 3 歲女童。日本法務大臣谷垣禎一表示，「這是一起極度殘忍的案件，
我在審慎考慮後下令執行死刑」。
日本是除了美國之外，唯一仍執行死刑的重要工業化民主國家。儘管歐洲
各國與人權團體時常抗議，但死刑在日本國內獲得廣大民意支持。

我國之刑場軼聞238

＊.前典獄長 吳正坤 撰

「刑事訴訟法」第 462 條規定；「死刑，於監獄內執行之。」同法第 463 條：
「執行死刑，應由檢察官蒞視並命書記官在場。執行死刑，除經檢察官或監獄
長官之許可者外，不得入行刑場內。」「監獄行刑法」第 90 條：「死刑用藥劑
注射或槍斃在監獄特定場所執行之。其執行規則，由法務部定之。」同法第 91
條：「執行死刑應於當日預先告知本人」。同法之「施行細則」第 95 條：「執
行死刑，應通知其親屬」等相關規定，甚為詳備，惟對現場（刑場）上的實務
運作之刑場軼聞，鮮有人知，願借本欄，披露一、二。
古時候，執行死刑，因選在「秋季」，稱為「秋決」，執行死刑，除傳統之「砍
頭」方式外，尚有「腰斬」甚或「五馬分屍」之慘象，現代行刑， 不選季節，
併以槍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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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年代以前，執行死刑，均以事先不麻醉，直接令死刑犯就地跪下，由法警
近距離朝「死刑犯」背部心臟位置，射擊之。以後人權高漲，行刑前在其手臂
血管施打麻藥，俟彼昏迷，再將之拖臥沙堆草席上，臉朝下，背朝上，由法醫
在心臟位置畫一圓圈，法警再近距離（槍口離背約僅一米而已）射擊之。因 1981
年代以前，執行死刑前，未先予死刑犯麻醉，致槍決未能直射心臟，而「一槍
斃命」時，通常受刑者會滾地慘痛而嗚，其哀嚎叫聲，不絕於耳。（如下揭圖 61.）
且彼在滾地慘叫後，法警第二發子彈因身體抖動，法警更難以瞄準其心臟，譬
如在 1972 年 9 月 13 日清晨六時三分，中部某監獄刑場，執行一死刑犯許 XX，
該犯年齡 42 歲，時由法警長執行死刑，第一槍未射中心臟，「許」犯一邊滾地
慘叫，一邊以雙腳雙手爬地拔草，由於彼受槍傷，一面往前跪爬，行刑者（法
警）一邊往後追射，場面極為感傷，這是未予事先麻醉的缺點，1981 年代以後，
逐步革新，行刑前，由檢察官詢其遺言併作筆錄，旋在法警戒護下，由監獄衛
生科醫務人員協助施打麻醉，俟彼頭已向下勾垂，表示麻藥生效，再予扶往事
前準備好之沙堆草席上，身體臉朝下直躺平擺，然後再由法警依法醫劃下背部
心臟位置圓圈，以手槍再予以槍斃，當第一槍擊發時，祇見死刑犯之身體，由
於肌肉自然反應，因槍擊稍往上彈動一下，併輕哼一聲，若還有微息，再補一
槍，即完成「動作」。（如下揭圖 62.）
若有死刑犯願捐獻（贈）器官者，醫院小組事先即在該刑場待命接駁，但槍決
位置則改在「頭部」，以利器宮保存。不過縱然是槍決前事先予於麻醉，對射
擊心臟之「彈著點」，準確率較高，法警遂能「得心應手」，但也有遇「意外」
情形。
此外，死刑犯臨死前，最能「視死如歸」的，要算是 1991 年 7 月 25 日清晨三
時五十分（按：因該個案特殊原因提早在三時許槍決）執行之外號「黑牛」的
林 XX 死刑犯，乃該犯臨刑前，尚能「談笑風生」，面不改色，併堅持不用事
先麻醉，經法警勸以若不麻醉，徒生「肉體痛苦」，最後始勉強允諾，惟在臨
刑前，尚邊吸煙邊與法警開玩笑，乃該犯併打趣的說：「您們還等什麼？前面
受槍決的那位道上兄弟，已在等我，等得不耐煩了……」。
不過，也有死刑犯臨刑前「緊張萬分」，情緒極為畏懼者。1977 年 1 月 29 日
清晨六時，執行一位年三十二歲詹 XX 死刑犯，
（按那時候尚未實施刑前麻醉），
當他從二審看守所死刑囚房被帶出時，雙腳走路不穩，口中唸唸有詞，為了壯
膽，不斷的喊：「各位弟兄再見！各位主管再見！」，而最令人傷感的是：當
他在臨刑前一剎那，為了克服心理恐懼，連續高聲叫喊：「中華民國萬歲！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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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萬歲！」。
更令人覺得「心有餘悸」的是：1974 年 12 月 27 日清晨五時四十分，執行一位
名叫李黃 XX 女死刑犯，時年 45 歲，殺人罪，台灣省雲林縣人。
是日清晨五時，該犯從二審所「死刑囚房」被帶出「舍房」門時，該女犯雙腳
突然柔軟無力，必需由兩位法警分別挾持腋下，踉蹌蹣跚，跌跌撞撞，她併大
聲疾呼：「冤枉啊！冤枉啊！我不想死……」。當拖行至刑場「臨時法庭」時，
該女死刑犯尚喋喋不休，嚷嚷要拜土地公…要小便…，法警長趁她蹲跪拜天地
時，把握機會，即刻由背後用槍；祇見該女囚，滾地哀叫，披頭散髮，一時鮮
血染噴滿地，在警長連績補上二槍後，即不再哀叫，但其死狀恐怖，長髮、鮮
血、腳鍊、蒼白臉孔、猶似構成一幅「人間地獄圖」，刑場天黑風高，寒氣凜
例，遠處傳來狗叫聲，劃破寂靜，未久刑場邊側門打開，一輛葬儀社車進來，
刑場又「曲終人散」……。
1991 年 10 月 15 日，清晨五時八分，執行一位菲律賓人，年 39 歲，叫班傑明
CARRIDO．BENJAMIN 的死刑犯，他犯了「殺人罪」，惟在二審看守所短短
半年內，據傳，體重由入所前 85 公斤，迄在監獄執行槍決前，竟瘦至 65 公斤，
不知是否因自覺「客死異鄉」的關係，臨刑前始終默 默無語，而刑前備用之酒
菜他也不吃，祇是一直仰首凝視天上星星，似乎在遙望遠處故鄉（菲律賓）的
親人------真是「無語問蒼天」。該犯因槍決後，無人領屍，祇得依「監獄行刑
法施行細則」第 94 條規定，埋葬在中部某公用墓地。

（圖 61. 我國 OO 監獄之刑場實景，中間沙堆四方長型為死刑犯背部朝上腹部
朝下之扒臥處，執行時，其頭朝外，腳朝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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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94 條；監獄應商請地方機關撥給公用墓地，供
死亡受刑人埋葬之用。死亡受刑人由監獄埋葬者，應立石刻記其姓名、死亡日
期，豎立於墓地，並設簿紀錄。同法第 95 條之規定，執行死刑應通知其親屬。
惟基於行刑過程嚴守秘密之原則，此項實務上卻未予預先通知，僅於執行後，
才儘速通知之，然如此便宜行事，似不符合程序正義原則，尚有待改善。

（圖 62. 我國刑場＞死刑犯被槍決後之原地，現場協助之服務者，予祭拜香，
因受刑人喜歡抽香煙，有者插上煙頭予祭拜。）

刑法的功能
一、絕對理論：（應報理論）
二、一般預防理論（殺雞儆猴）：
(1).消極的一般預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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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認為刑罰越重為，越能得到預防的效果。
(2).積極的一般預防：
a.學習效應：藉由法律本身的公示，使民眾對於法律得以瞭解。
b.信任效應：藉由刑罰落實而產生民眾信任。
c.平復效應：藉由制裁犯罪人，符合民眾對於正義的期待。
三、特別預防理論（預防再犯）：再教育功能，成效不會大。而且這種再教育
的作法，隱含著一個重要思考，即犯罪人不僅行為要受處罰，其思想也是
需受改造的。

231

機構內處遇之現代發展：此種思考面臨考驗：
(1).特別預防的破滅：若欲矯治，也應由定期刑轉向不定期刑，高昂的矯治成 本
並未使再犯率減低。
(2).監獄擁擠：20 世紀末期皆面臨監獄擁擠的現象，有不少替代監禁的方式被
提出與實踐。
(3).階級、種族隔離：監獄人口有相當寄的比例屬於少數族群，而這些存有的族
群區隔也被延伸至監獄，徒增監獄管理的困難。
(4).監獄管理的鬆動：監獄化管理逐漸要求人性化，所以監獄的懲罰功能逐漸隨
著監獄管理的改善，而漸失其懲罰功能。

(47).「拙劣」執行死刑事件引發新的爭議239

（圖 63

注射藥物是最容易出錯的死刑執行方式）

據媒體 2014 年 8 月 7 日報導；就在大約兩個星期前（7 月 23 日），美國亞
利桑那州在對一名殺人犯執行死刑時出現差錯，犯人在接受藥物注射近兩個小
時後才最終死亡，（如圖 63.）再次引起人們對執行死刑方式的爭論。 如果查
看一下美國歷史上出現過的許多執行死刑不順利事件，可以發現藥物注射是最
容易出錯的方法。
美國馬薩諸塞州安默斯特學院教授奧斯汀·薩拉特研究了 1890 年至 2010 年
間美國所執行的所有大約 9000 個死刑案例，寫成了《可怕場景：美國執行死刑
中的拙劣事件》一書。但對於仍然沒有廢除死刑的州來說，藥物注射是目前最
239

英國 BBC 新聞（編譯：躍生 責編：李莉）2014 年 8 月 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oc/2014/08/140807_fooc_us_execution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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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方法。
奧斯汀·薩拉特教授對 BBC 記者說，在美國執行死刑的歷史中，由於行刑
失誤而造成折磨犯人的事件一直在發生。他說，在整個 20 世紀，執行死刑發生
折磨犯人的事件佔整個執行案件的 3%。但是，在以注射藥物執行死刑的案例
中，出現這種失誤的情況高達 7.1%。奧斯汀·薩拉特教授用 botched（拙劣行事）
這個詞來定義這類出現差錯的死刑執行過程，意思是執行人偏離了正式的法律
規定或操作標凖，給犯人帶來了延時的和痛苦的死亡。
這類「拙劣的」死刑執行也在很大程度上引起了公眾的反感，促使美國有
關當局在過去一些年就執行死刑的方式做出很多改變，並且為美國 18 個州廢除
死刑起到了一定的作用。
輿論影響；奧斯汀·薩拉特教授說，現在採用注射死刑的部分原因是 1970
年代發生過一些「拙劣的」電刑事件，而當年採用電刑也是因為人們覺得在 20
世紀早期採用的絞刑令人恐懼。
此外，在二戰納粹大屠殺之後，人們不再接受以毒氣處決犯人的方法。儘
管如此，美國目前仍然有三個州允許犯人自己選擇以毒氣執行死刑的方式。但
是根據奧斯汀·薩拉特教授得到的統計數字，所有這些方法出錯的可能都比注射
藥物執行死刑出錯的可能低。
一位不願意透露姓名的麻醉學專家對 BBC 記者說，注射死刑是在 1970 年
代開始採用的，當時認為這個方法「乾淨、衛生、好看」。這項充滿爭議的方
法最初是由俄克拉荷馬州的一位司法官員提出的，使用的三種混合藥物包括用
來消除感覺和痛苦的麻醉劑，用來阻止運動的藥物，以及導致心臟停止跳動的
藥物。
但是，有時候情況並不順利。今年 5 月份，對俄克拉荷馬死刑犯克萊頓·洛
克特執行死刑的行刑者找不到死刑犯合適的血管，導致犯人 40 分鐘後才最終死
亡，促使美國總統奧巴馬責令司法部長對事件進行調查。 造成「拙劣」死刑執
行事件的原因很多，包括使用藥物劑量不夠，藥物質量不好，以及執行人員缺
乏訓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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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科津斯基法官建議恢復以槍決的方式執行死刑）

誤導；美國第九聯邦上訴法院首席法官亞歷克斯·科津斯基最近發表文章
說，這個系統存在著缺陷。他說，使用具有治病救人效果的藥物執行死刑是一
種誤導，是在掩蓋死刑的殘酷，試圖讓死刑看上去安詳而平和。亞歷克斯·科津
斯基法官主張恢復以槍決的方式執行死刑（如圖 64.）。根據奧斯汀·薩拉特教
授的研究結果，在他的研究所涉及的整個歷史時期內，槍決執行死刑只使用過
34 次，從來沒有出現過差錯。但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教授弗蘭克林·
齊默林指出，不存在什麼好的執行死刑方法。他說，「用任何方法以相對公開
的方式把人殺死都存在很大的問題。」

(48).美國俄亥俄州法官延長死刑暫停令240
由於擔憂注射死刑所需的藥劑，美國法官決定把俄亥俄州死刑暫停令延長
到明年 1 月。與此同時，美國數州注射死刑所需的一種重要藥劑存貨告罄。而
這種藥物的生產商拒絕把此藥物用於死刑注射。
據媒體 2014 年 8 月 11 日報導；格雷高利法官裁定，原定在 9 月、10 月和
11 月的死刑應該延期執行。今年早些時候，亞利桑那州和俄亥俄州都有死刑犯
因被使用新型注射藥劑而經歷很長死亡過程。這樣將會有三名男子的死刑執行
時間被推後。俄亥俄州的死刑暫停令本周將到期。俄亥俄州當局無法獲得在注
射死刑中使用的戊巴比妥藥物，因此如今使用的則是起鎮靜作用的咪達唑崙和
240

英國 BBC 新聞（編譯：林杉 / 責編：董樂）2014 年 8 月 11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8/140811_us_ohio_execution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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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藥嗎啡酮。
一月份被執行死刑的麥圭爾掙扎了 26 分鐘才斷氣。而且他在死前還長時間
的張嘴「喘息」
。他的律師表示，這種藥物讓犯人感到缺氧，這在他們很難喘氣
的情況下帶來恐慌。而另外一名在亞利桑那州被執行死刑的犯人伍德被注射了
同樣的藥物，但是卻持續了兩個多小時才死去。 據悉伍德在死刑執行過程中，
大口喘息了超過 600 次之多。原定 9 月 18 日對菲利普的死刑執行因為法官的最
新裁定而延期。他因為在 1993 年強姦及謀殺一名三歲女童而被判死刑。

(49).日本再執行 2 死刑，安倍政權伏法死囚累積 21 人.241

（圖 65. 日本再執行死刑，是首相安倍晉三再次上任以來，第六度處決死囚。）
日本政府 2014 年 08 月 29 日再執行 2 名死囚的死刑，使得首相安倍晉三政
權任內，執行死刑人數已累計達到 21 人。面對廢死團體抗議聲浪不斷，法務大
臣谷垣禎一在執行死刑後的記者會中表示，
「我國仍有死刑制度，身為法務部長
不得不遵守法律」
。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29 日被執行死刑的 2 名死囚分別是 2011
年犯下銀行強盜殺人案，造成 5 死 4 傷的 56 歲小林光弘，以及 2005 年殺害黑
道大哥及保險金詐騙共犯等 3 人的 59 歲高見澤勤。
（如圖 65.）執行死刑的消息
一出，日本民間廢死團體接連發表抗議聲明，但法務大臣谷垣禎一在記者會中
表示，執行死刑是基於法院謹慎審理所做出的判決，並在慎重考慮後所做出的
決定。
241

ETtoday 東森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合報導 2014 年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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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倍晉三 2012 年再度上任首相以來，日本政府已經六度執行死刑，有 11
名死囚伏法，從 2006 年安倍晉三執政開始算起，執行死刑人數更已經達到 21
人。日本法務部指出，目前還有 125 名死刑犯尚未執行。
絕對死刑、相對死刑；(1).絕對死刑：配合死刑廢除的趨勢，目前我國自修正刑
法後，已無絕對死刑存在。(2).相對死刑：所謂相對死刑，乃刑法法條所規定的
效果，雖含有死刑，但仍有其他刑罰以為法官裁量。
雖然上述唯一死刑已隨著某些特別刑法的廢除而消失，但關於相對死刑的條
款，於我國卻屬常見。
死刑廢除後之替代制度：
(1).死刑緩執行制度：
(2).無假釋的無期徒刑：
(3).嚴厲的無期徒刑：
(4).三振法案：
(5).長期有期徒刑假釋趨於嚴格：

(50).分析：中國和世界的死刑存廢爭議242
2014 年 10 月 10 日為第 12 屆世界反死刑日，世界反死刑聯盟呼籲各界關切
精神病患者和智障者的死刑問題。

（圖 65.之一

242

死刑執行之吊刑）

BBC 中文網記者立行 2014 年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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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大國，包括人口大國，中國的死刑問題自然無法擺脫國際審視（如
圖 65.之一）。但對中國司法和民間各種複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國際上
反對死刑的民眾有多少了解？
「國際特赦」組織是強烈主張廢除死刑的積極推動者。該組織的死刑問題
發言人奧洛夫．布隆姆齊斯特 2014 年 10 月 9 日接受 BBC 中文網電話採訪時
首先介紹國際趨勢說：
「世界廢除死刑的努力雖有很大的阻力，但成績也是很大
的。1945 年提出廢除死刑的號召時，全世界只有 8 個國家廢除死刑。但今天，
全世界已經有 140 個國家廢除了死刑判決。」
他說，中國在近年來在這方面似乎做出了一些「漸進的和有限的」進步。
他注意到去年中國加強有關司法程序、有法院一再裁定的死刑案件終於因為證
據不足被推翻的例子。但他指出，中國死刑人數仍是官方秘密不予公布，估計
中國仍是世界上執行死刑人數最多的國家。
「少殺慎殺」的執行難度；國際上關注中國的死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司
法程序和冤殺的問題，包括了對精神病和智障者執行死刑的問題。布隆姆齊斯
特提到的中國案例，包括中國福建高等法院 8 月份對「念斌案」做出的判決。
念斌被關押 8 年，在嚴刑逼供下屈打成招，4 次宣判死刑，在家屬執著申冤、
斯偉江、張燕生等著名的律師的傾力辯護下，福建高法的有關法官本著「疑罪
從無」的法律精神認真做出判決，宣佈念斌無罪。上海大邦律師事務所的斯偉
江律師接受 BBC 中文網電話採訪說：「死刑在中國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他
指出，這裏有民間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
斯偉江通過經手的諸多案例指出，死刑在中國文化裏有很強烈基因：殺人
償命是中國自古以來的民間傳統。而現在也沒有不同的、強烈的文化來衝淡這
種思維。一旦涉及血案，法官和律師都很難說服受害者家屬來接受其它的判決
結果，比如經濟賠償等。所以，官方雖然從司法上強調「少殺、慎殺」
，但具體
到個案中就很難執行。
從念斌案審理過程中辯護律師受到案件死者家屬的暴力攻擊，即可窺見這
種偏見思維。就在冤案被推翻之際，當地政府都為律師安全擔憂，怕他們受到
無罪判決可能引起的「群體事件」的攻擊。
在另一方面，鋪天蓋地報道「念斌冤案」的中國媒體也沒有對堅持「疑罪
從無」
、秉公辦案的法官有多少報道，似乎也沒有幾家媒體從「念斌案」受害人
丁雲蝦的角度來報道「以命償命」的觀點，探討民間支持死刑的態度。
法律和社會治理；斯偉江說，中國官方近年來減少了死刑的罪名，
「少殺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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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
，因此減少了死刑犯人數，但因為人口基數、
「震懾犯罪」等各種複雜原因，
中國死刑的數額和罪名的總數仍是世界最多的，包括經濟犯罪，貪腐犯罪等。
斯偉江說，中國從社會的層面上說，也有減少死刑甚至廢除死刑的想法。但這
種想法提出來，都會遇到強烈反彈。
他指出，中國的司法仍存在諸多的缺陷，冤殺的人不少。而被冤殺者絕大
多數都是窮人、社會中層人士。死刑執行後即使冤案昭雪，人死已經不能複生。
他說：
「念斌案翻案的關鍵因素在於法官高水平的審案。如果都能像這個案子一
樣審，恐怕很多死刑案都可以推翻。」
另外，斯偉江質疑，從社會管理角度說，雖然民眾痛恨貪官污吏，但死刑
能減少消滅貪官污吏的數量嗎？從封建王朝朱元璋的重典濫殺，到二戰後蔣介
石的民國政府「打虎」
，無數的中國歷史事實已經回答了這個問題。就此可窺見
國際推動廢除死刑者觀點：死刑和減少犯罪率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聯繫。
「國際特赦」在其發佈的《2013 年死刑的判決和執行國際報告》裏援引黎
巴嫩前司法部長括特巴維的講話再次強調：「人權的最基本的方面就是生命權
利。生命權利壓倒一切其他權利。」
崇高理想和精神病；今年 10 月 10 日作為世界反死刑日的同時也是第 22 個
世界精神衛生日。以世界總人口約 68 億計算的話，精神病患者約高達 22%。中
國官方媒體的報道，
「我國精神疾病患者在 1 億以上，72.3%不知自己已經患病。
重度精神病患者超過 1600 萬，致殘率高達 60%，自殺率達 30%。」
地方媒體的報道常見「精神病女子殺害雙親」、「精神病劫持人質」各種報
道。無法得知各種經常發生的社會事件中，有精神病的兇手在地方上能否逃過
死刑的結果？能否找到精明強幹的律師、能否遇上公正的法官？縱觀全球，美
國、日本、新加坡、台灣等世界很多地方也仍就廢除死刑的理想有現實和理論
爭議。堅持歐盟法律、反對死刑的英國多次和對其公民執行死刑的多個國家產
生過外交摩擦，裏面不僅有中國，還有「關係最密切的國際盟國」美國。如果
進行一個全球民意調查會如何？
布隆姆齊斯特表示，尚未獨立就是否贊成死刑問題做過新的全球民意調
查。蓋洛普的 2014 年民意測驗顯示，超過半數的受訪者還是贊成對已定罪罪犯
執行死刑的。斯偉江說，中國媒體沒有就此進行過任何認真討論，但如果你看
看像微博這樣的社交媒體，恐怕強烈的民間態度幾乎是一邊倒地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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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執行死刑規則》＞（200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發布）
第 1 條；本規則依監獄行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執行死刑，由檢察官會同看守所所長蒞視驗明，並核對人犯人相表､
指紋表後送監執行，其因他案在監獄執行中者，會同典獄長辦理。執行前
後應將受刑人拍照相片，報部備查。受刑人於執行死刑前，有捐贈器官之
意願者，應簽署捐贈器官同意書；如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者，並應經
其中一人之書面同意。
第 3 條；執行死刑，用藥劑注射或槍斃。執行槍斃時，應令受刑人背向行刑人，
其射擊部位定為心部，行刑人應於受刑人背後偏左定其目標。但對捐贈器
官之受刑人，檢察官得命改採射擊頭部之執行死刑方式。執行槍斃時，行
刑人與受刑人距離，不得逾二公尺。
第 4 條；行刑人應選技術精熟者任之，執行時得先用麻醉劑。
第 5 條 ；執行槍斃或藥劑注射刑逾二十分鐘後，由蒞場檢察官會同法醫師或醫
師立即覆驗。對捐贈器官之受刑人，執行槍斃，經判定死亡執行完畢，始
移至摘取器官醫院摘取器官。
第 6 條；執行死刑於監獄內擇定距離監房較遠場所行之。
第 7 條；行刑應嚴守秘密，非經檢察官或典獄長許可，不得入行刑場內。
第 8 條；受刑人如有遺囑，應由在場書記官，於執行後三日內送達。
第 9 條；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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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行刑科學化篇
(1).高科技監獄，智慧系統提升管理效率243
一般監獄都配備了大量的管理人員，避免發生任何意外，不過在加州一座監
獄，卻充滿高科技的設備，除了有 25 個機器人，負責每天的基本清潔工作，而
配備的智慧電子系統，更是讓監獄的運作更有效率，號稱史上最高科技的監獄。
玻璃牢房，還有四面八方的監視器，牢牢緊盯監獄中，所有囚犯的一舉一
動，高科技裝備的鋼鐵墳墓，就連逃獄高手也完全沒轍，不過高科技監獄，不
是只有在電影裡才有。影片旁白：「歡迎來到 21 世紀的監獄。」
據 2013 年 10 月 13 日媒體報導；全美第 5 大的這座監獄，這裡有你意想不
到的高科技管理方式。獄方人員：「我們仍然是唯一有機器人的監獄，已經 25
年的機器人，每天幫忙清洗衣物，還有負責食物環境等。」
距離加州的矽谷只有 35 英哩，但是卻融合當地的科技技術，25 台機器人幫
忙整理獄中每天的環境，其他包括太陽能板和綠能裝置，讓監獄運作更省人力，
同時也更有效率。獄方人員：
「要知道我們有後備系統，可以讓我們的工作變得
更簡單。」
過去只要一遇到停電，獄方通常得花上 35 秒，才能夠讓整座監獄恢復通電，
這段時間恐怕會讓人擔心，囚犯是否會有不安分的舉動，但現在有了新的智慧
電子系統，恢復通電只要 4 秒就能完成。獄方人員：
「一旦我們停電，我們會有
自動供電系統，我們的綠能會發揮作用，所以它會讓所有監獄運作維持正常。」
這套智慧型電子系統，建造花了 1 千多萬美金，但每年都能減少 250 萬的
花費，而到了 2030 年，預計將能為政府省下，200 億的巨額開銷。

(2).美國最先進監獄，機器人看顧囚犯起居，機器人大軍送飯收取
髒衣一手包，配太陽能智能電網，停電 4 秒內復電244
據媒體 2013/10/3 報導；美國全國第五大監獄，加州的「山塔力塔監獄」
（Santa
Rita），堪稱擁有全球最先進的監獄系統，因為這個監獄引進一套太陽能，在停
電時能確保 4 秒內恢復供電，另外還有機器人大軍，每天照顧囚犯的生活起居，
送飯、處理髒衣服都一手包辦!
我要把你救出來不可能，如果監獄是我設計的就可能，你看過監獄設計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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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不只這樣，我把藍圖畫在身上了！
美劇越獄風雲，描述囚犯如何利用監獄設計上的破綻，計畫越獄製造停電，
趁著一片漆黑逃獄的情節真實中，將無法上演，因為美國監獄，現在已加裝太
陽能智慧電網，4 秒內就能恢復供電，囚犯插翅難飛，滴水不漏，捕捉太陽能，
如果監獄停電，我們能夠自行供電，直接使用我們的綠色能源，還是能保持全
面封鎖！
監獄內無一處死角，囚犯生活作息，被機器人團團包圍，所謂越獄，成了
電影裡，才可能出現的情節！

(3).英國鎮暴新利器，聲波砲克敵於無形245
據媒體 2013/10/3 報導；由英國國防部出資研發的這支「A-WASP」聲波砲，
可發出 115 分貝的強大聲波，加上特別的波長，會讓射擊目標的腦部誤判聲波
真實音量，難以忍受，本月可望開始供貨。
英國警方相信，聲波砲用以分散對方注意力，不論在監獄或脅持人質事件
都可派上用場。被射中的測試者表示，
「我腦袋內好像有東西，我感到噁心想吐，
只想快點遠離它」。
實施教化應注重事項演講及研究教化事宜＞我國「監獄行刑法」
第 39 條：教化應注重國民道德及社會生活必需之知識與技能。
對於少年受刑人，應注意德育，陶冶品性，並施以社會生活必需之科學教育，
及技能訓練。
第 40 條：監獄得聘請有學識、德望之人演講，並得延聘當地學術或教育專家，
協同研究策進監獄教化事宜。
所謂行刑社會化，是把監獄行刑看成一種社會事業（社會工作）或一項社會制
度，而不僅是國家公權司法力量之伸張而已（不僅是司法制度，也是社會制度）。
因此，允許社會人士參與行刑，協助行刑之工作：此思想之崛起，乃源於矯正
教育，須要「專業知識與技能」及幫助受刑人順利復歸社會。本條規定學術演
講與協同策進教化事宜，即為行刑技術化與行刑社會化之表現。但行刑社會化
亦有其限制，即參與行刑的社會人士，一般不得行使公權力行政，以免干涉受
刑人之權利。本法第 1 項：「監獄得聘請有學識德望之人演講，並得延聘當地
學術或教育專家，協同研究策進教化事宜。」為行刑社會化之表徵。

245

蘋果日報 2014 年 02 月 11 日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241

(4).全球暖化誘發犯罪，美國學者稱正向關聯246
根據最新研究，全球暖化將導致美國本世紀的犯罪率攀升。
麻州研究諮詢公司 Abt Associates 研究員蘭森，調閱全美近 3,000 個郡 30 年
來的天氣與犯罪數據，分析兩者之間的關聯，並衡量兩者在 2010 年至 2099 年
間可能對美國帶來的影響。
他發現，氣候變遷和犯罪行為之間有強烈的「正向關聯」
，他並推估，全球
氣溫上揚將導致社會新增 230 萬件一般傷害案件，包括謀殺、強暴、搶劫與破
門竊盜等罪行也將直線上升。
蘭森說：
「先前的研究顯示，天氣的確會牽動犯罪，但我沒料到影響會這麼
強烈。」
蘭森預估，到了 2090 年，氣候變遷將造成各類犯罪率上揚 1.5%至 5%，這
將使社會付出 380 億至 1,150 億美元成本。估計全美必須增加 4%警力，才足以
因應氣候相關的新增犯罪案件。

(5).瑞士監獄粉紅牢房，讓囚犯冷靜247

（圖 63. 瑞士各監獄一共安排了三十個粉紅色牢房，讓行為偏差的犯進去冷靜
一下）。
心理學家研究發現，粉紅色可以舒緩人的情緒，讓人冷靜下來。兩千零六
年，美國德州一個監獄就讓犯人穿粉紅色運動衫。獄方 2013 年 9 月 11 日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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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色可以讓犯人靜下心來，改過自新。不過，很多犯人覺得穿粉紅色衣服太
娘，強烈抗議。
負責這個「冷靜粉紅」計畫的瑞士心理學家斯帕特說，他們原來的設計是
讓在獄裡犯了錯的犯人進去兩個小時，等冷靜下來再回原來的牢房。不過，通
常進去十五分鐘，犯人就不再激動了（如圖 63.）。效果很好。
瑞士粉紅監獄，降低囚犯暴躁情緒248 瑞士一家監獄將囚房塗成粉紅色，結
果確實降低了囚犯的暴躁傾向。粉紅色房間不再是小女孩的專利！瑞士一家監
獄日前試行一項「冷靜粉紅」
（Cool Down Pink）計畫，將監獄裡的 30 間囚房塗
成粉紅色，結果確實有效降低了囚犯的暴躁情緒。
瑞士心理學家史佩斯（Daniela Spath）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感到十分振奮，
「讓
囚犯待在粉紅色的房間，可以讓他們的憤怒時間縮短為 15 分鐘。」除了監獄，
警察局也應用了這個色彩療法，瑞士比爾（Bienne）的一個警察局就有四個粉紅
色的房間，專門用來拘留在公眾場合鬧酒瘋的人，警察表示：
「這招還真的管用！
關在粉紅色房間的醉漢更快睡著。」這種色彩療法並非新發現，心理學家過去
就曾研究過不同顏色的環境對人們產生的不同影響；位於倫敦的「色彩影響」
公司（ ColourAffects ）指出，粉紅色是天然的鎮靜劑。
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體育館，還特地用粉紅色來裝飾客隊更衣室，他們相信
透過這種方法，可以降低來訪的他校球員的侵略性。
＊. 附註：按有關「美國德州監獄也曾在 2006 年使用過粉紅色，不過，獄方是
讓犯人穿上粉紅色的囚服」乙節；根據 1995 年 9 月 16 日（星期六）下午，本
會吳正坤秘書長，曾應「台中扶輪社」之邀請，在「台中國際商業聯誼會」向
該社所有社員演講「淺論受刑人『性問題』的解決」內容所述；---另美國阿拉
巴馬州之「候曼監獄」，迄 1995 年五月，已收容八百名男受刑人，由於男性管
理員之不足，早在 1991 年時代，該監開始起用女性戒護管理員，不過「問題」
就發生了；原來該監之男犯，平均每天有三十名「忍不住」的在女性管理員面
前，當眾掏出陰莖自慰（打手槍），有部份女管理員，不堪長期受「性騷擾」
而自動請辭。該監「絞盡腦汁」採取懲戒措施，把騷擾女性管理員之受刑人「獨
居監禁」一段時間，可是「解罰」後，他們竟又「重施故技」。獄方遂又想出
另一招，即拍下犯人自瀆的照片，揚言把此「不堪登大雅之堂」的「特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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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郵寄給他們的母親，但犯人的「性飢渴」結果，根本不怕這一招，還是「故
態復萌」。
據該監發言人「巴第福德」表示；在苦無對策之下，現在又決定採取另一項創
舉：即讓經常向女性管理員「獻寶」的犯人，穿上特製「紛紅色」囚服，促使
囚犯為避免遭人嘲笑而停止不雅行為。結果「效果」如何呢？
各位猜一猜─唉！又失敗了，獻寶的人更多停止不雅行為。結果「效果」如何
呢？各位猜一猜──唉！又失敗了，獻寶的人更多。

(6).色彩心理在監獄硬體設施之運用249
監獄學校化是讓受刑人有再教育的機會，但有些囚犯寧願捨受教育正途，
卻反以自殘身體做抗爭，例如 2006 年 10 月 18 日，南美洲玻利維亞的監獄，當
日又有囚犯發動聯合抗爭，他們採用身體自殘的手段，控訴司法不公，並要求
縮短刑期，手法相當殘忍。玻利維亞各地監獄囚犯為了要求當局改革司法，聯
手發動激烈抗爭行動，有人當著攝影機前，用刀片在自己身上劃出一道道傷口，
血流滿面。在拉巴斯的監獄，囚犯們除了舉牌呼口號，更有人用針線將自己的
嘴巴縫起來、封口表達不滿，另外還有人把自己釘在柱子和樹上，模仿耶穌在
十字架上受難情形。據統計玻利維亞目前有 8000 人犯因為毒品相關罪名入獄，
但高達 7 成 8 的人犯尚未受審，導致監獄人犯大爆滿，囚犯除控訴司法不公外、
也呼籲當局縮減運輸毒犯的刑期。
玻國囚犯以自殘身體作抗爭，心理學家曾對監獄建築提出建議儘量避免在
高圍牆內，漆上紅色牆壁或其他任何紅色物體，以免因與血同色之心理刺激，
而發生傷害他人及自殘之暴力事故。可是美國德州有座桃紅色監獄卻反其道而
行，以紅色標記為管理手段。原來，2006 年 10 月 16 日美國德州 Mason County
監獄建於 1894 年，是德州最古老的監獄，為了阻止犯人一再鬧事，惹事生非，
監獄被繪成桃紅色，受刑人也被迫穿桃紅色連身褲和桃紅色拖鞋。據警長克林
特表示，自監獄引用桃紅顏色之後，犯人騷動減少七成。警長更希望他的桃紅
色戒護管理計畫能讓犯人改過自新，永遠不想再回來，畢竟監獄不是旅館。
印度這個古老國家也相信紅色威力，2006 年 10 月間，將城內所有建物漆成
粉紅色以改運，例如，位在印度東部畢哈省的奧藍嘎巴市，由於生活水準低，
盜匪橫行，殺人、綁架案頻傳，各種姓氏之間還常發生爭端，向有印度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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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的惡名。近年來，很多人從附近的拉加省搬到奧藍嘎巴，因為拉加的省城有
粉紅之都的稱號，奧藍嘎巴居民希望把整個城市漆成粉紅色，讓令人耳目一新，
改變大家以往的印象，以擺脫惡名。
監獄管理以紅色為警嚇標誌是否妥適？尚待進一步實證研究其功效。

(7).專治性侵犯，南韓化學去勢診所開張250
南韓第一家為性侵害犯人進行化學去勢的國營診所 15 日開張，南韓正式加
入幾個實施「去勢」刑罰的國家。
藥療方案供犯人選擇；南韓司法部發表聲明說，結合藥物、荷爾蒙與其它
方法的治療方案，將提供給選擇接受治療的強暴犯與戀童癖者，以降低他們的
性衝動。
據媒體 2009/01/16 報導；南韓司法部官員說，這個治療方案目的是要防止
再犯。這間診所設在首爾以南約 160 公里公州市的「國立刑事精神病學研究所」
，
現在約能收容治療 100 名性侵犯，預計明年收容人數將擴增至 300 人。司法部
反犯罪計畫局主任何相久（譯音）告訴法新社說：
「這是本國第一個類似的診所。」
若拒接受刑期將延長；他說：
「性侵犯可以拒絕接受這種治療，但這將延長
他們服刑的期間。」根據南韓法律，性侵犯得入獄接受治療長達 15 年。
化學去勢須心理治療；南韓執政黨和在野黨 31 名國會議員是在 2008 年 9
月 8 日，為防止兒童性暴力，向國會提交引進藥物療法的「預防和治療兒童習
慣性性暴力犯罪」的相關法案。
這項法案是針對「以 13 歲以下兒童為對象、習慣性性犯罪者中具有非正常
性衝動的性倒錯症患者」週期性地使用化學荷爾蒙，從而減輕他們的性慾望。
違反療法，判刑或罰款；
「化學去勢法」的藥物治療方法需要檢察官獲得性
暴力犯罪人的同意後，在治療監護所實施，同時搭配一定的心理治療。如果治
療對象違反療法內容可被判處 7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繳納 2000 萬韓元以下的罰
款。
美德等國早行之有年事實上，針對有「戀童癖」的兒童性暴力犯罪人實施
藥物治療法，已在部分西方國家行之有年，包括加州的美國數個州、瑞典、德
國、丹麥、澳洲等。

(8).研究發現可卡因「快速改變大腦構造」251
250
251

自由時報 2009/01/16 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英國 BBC 新聞網 2013 年 8 月 25 日編譯：高志強，責編：羅玲
245

（圖 64.

研究人員對小白鼠的大腦細胞進行觀測）

美國研究人員表示，服用可卡因能夠在數小時內改變大腦的構造，成為吸
毒上癮的第一步。
《自然神經科學》
（Nature Neuroscience）期刊發表的報告說，
實驗顯示，讓動物服用可卡因後不久，與學習和記憶有關的新結構開始生長。
實驗表明，大腦發生變化最多的小白鼠顯示出對可卡因的更多偏好。
專家把這種情況形容為大腦「學習上癮」。
據媒體 2013 年 8 月 25 日報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和舊金山分校的
研究小組尋找名為樹狀突棘的大腦微小細胞突起。（如圖 64.）這些微小突起對
記憶的形成有重要關係。在哪個地點服用毒品或者服用毒品的環境對成癮起到
重要作用。在實驗中，小白鼠被允許自由探尋兩個不同的房間，每個房間都有
不同的氣味和表面紋理。
一旦小白鼠挑了最喜歡的地方，它們在另一個房間被注射可卡因。研究人
員用一種激光顯微鏡觀測小白鼠大腦的樹樁突棘，當它們被注射可卡因的時候
比注射水的時候其大腦產生更多突棘，顯示新的記憶在毒品刺激下產生。
第一次注射兩個小時之後可以檢測到不同之處。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心理
學與神經科學助理教授琳達．威爾布萊特表示，圖像提供了可卡因誘導新突棘
的迅猛漲勢，而小白鼠的突棘越多就顯示它們對毒品的了解越多。
「這給我們提供了一個可能的機制，顯示服用毒品是如何讓使用者有進一
步尋求毒品的行為」
，她說。威爾布萊特認為，這項研究顯示大腦是如何去學習
和了解毒品的，讓人們對毒品上癮的原理有了堅實的理解，但是尚不清楚這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science/2013/08/130825_cocaine_brai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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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對研發治療有多大用處。

(9).美國史丹福監獄實驗252
我見我思－好人變輸家；也許，軍方應該看一看美國心理學家菲律普金巴
多的名著《路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這本書告訴我們，要把一個陽
光的年輕人變成惡魔，只要六天就夠了；悲哀的是，釀成陸軍下士洪仲丘枉死
悲劇的軍中惡習，當然比六天還要漫長得多。
金巴多設計了一場非常逼真的「模擬監獄」（俗稱史丹佛監獄），受試者
都是大學生，隨機被分派扮演「獄卒」、「犯人」兩個角色，扮演犯人的未必
凶殘，扮演獄卒的也未必濫權，他們的角色是可以互換的；一言以蔽之，金巴
多想要觀察的是，這些同質性很高的年輕人，是否只因扮演角色的不同，人格
也跟著轉變。
據媒體 2013-07-19 報導；這個實驗背後有個頗為冷酷的動機，「若是將好
人放進邪惡情境中，看看誰才是最後的贏家。」結果很快就浮現，這些臨時抽
中籤的「假獄卒」，很快就變成穿制服的惡棍，樂於淩虐、羞辱「假犯人」，
原定兩周的史丹福監獄實驗，不得不在六天內結束，因為「假犯人」已瀕臨崩
潰邊緣。
坦白說，我原來認為，史丹福監獄應該比真實的監獄更惡劣，畢竟，現實
的監獄或禁閉室，即使嚴苛，仍有規範可循；相對的，金巴多的監獄雖然不允
許體罰，但是他和假獄囚共謀，想要在假監獄中營造挫折感、甚至恐懼，在這
樣晦暗不明的氣氛下，由善淪落為惡，確實只是一線之隔。
我認為，金巴多教授之所以如此設計，在於他的反體制傾向，他壓根不信
任任何監管體制，但對於我這樣不太反體制的人而言，只要有完整的制度設計，
罪與罰仍是人類社會不得不接受的現實；但是，經過洪仲丘悲劇後，我不得不
接受金巴多的結論，我們的軍隊可說是史丹佛實驗的完整版，要不是整個體系
都出問題，毫無內控機制，陸軍怎可能任由一名上士上下其手，就讓原本不該
受罰的洪仲丘走上死亡之路。
1970 年代的史丹福監獄，之所以在當代舉世聞名，就在於它預言了三十年
後的美軍虐待囚犯事件，做為社會心理學家，金巴多傾向認定這是系統之惡，
他認為上至美國總統、國防部長都該為虐囚案負責。雖然如此，金巴多仍然為
人性的救贖保留一絲希望，他發現即使在橫逆的監獄實驗中，仍有極少數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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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了人格的完整，他稱之為平凡英雄。根據這些典範，金巴多建立了抗拒有害
影響、成為平凡英雄的十個步驟，其中一項基本的原則特別值得我們反省，「不
容許責任被轉嫁」，「當你今天在做一件不對的事情時，想像一下你未來站在
法庭上受審的情景。」
諷刺的是，洪仲丘所為是十項原則中最難的，「反對不公正的系統」，他
正是金巴多心目中的平凡英雄，最後卻為了實踐英雄的原則喪命，我們的軍隊
體制墮落至此，好人必然成為輸家。

(10).揭秘北京看守所：監室帶雙向觸摸屏鐵欄防自殺253
人民網北京「劉茸」記者 2014 年 7 月 28 日，跟隨國務院新聞辦《國家人
權行動計劃（2012—2015 年）》調研人員，進入北京市幾家看守所，一探這套常
人看來頗有神秘感的設施的內貌。
據媒體 2014/07/29 報導；根據 2013 年起生效的新刑訴法，看守所收押四類
人員：被拘留、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處拘役的罪犯，被判有期
徒刑後剩餘刑期在三個月以下的罪犯。看守所內部一般將前兩種人員稱為“未
決＂，後兩種稱為“已決＂。
在記者等人到訪的第一家看守所——通州區看守所，成年人和未成年人、
男性和女性、已決和未決人員被分區關押。在記者經過的女性監區，每間監室
門口都有一個銘牌，錄明主管和協管民警的姓名和在押人員名單。每間監室平
均住 5-7 個人，室內相當乾凈。
監區各處都有類似防止“意外＂的設置，如樓梯天井均以鐵欄桿圍起，防
止在押人員翻越樓梯或自殺。監所有多道 AB 門，這是一種內外兩重門的設置：
一側門沒關上時，另一側門無法打開。
作為全北京市最近改造的設備比較先進的看守所，這裡的每間監室門內外
都有電子觸摸屏。民警向記者演示了觸摸屏的使用方法：外屏可以查看在押人
員的基本資料，可以調出歷史記錄，還有緊急狀況下的“一鍵開門＂功能；內
屏則由在押人員自己操作，可以預約購買各種日用品、小食品，可以預約就醫
和約見檢察官，還能查看自己賬戶的餘額。
監室內的牆上貼著作息時間表和每周菜譜。從時間表來看，在押人員每天
的日程都很滿：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聽廣播宣傳，在規定的時間內學習和休息，
在規定的時間室外活動。據介紹，他們也有一定程度的娛樂，比如晚上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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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讀看守所里的書籍。
“雖然條件挺好，這畢竟還是一個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一位幹警對記
者說，“你進了大門，有沒有感覺到氣氛跟外面不一樣？反正我每天下班一走
出那道門，才會覺得渾身頓時輕鬆了。＂
通州區看守所沒有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排勞動任務。公安部監所管理
局局長趙春光告訴記者，全國只有一部分看守所還保留著勞動項目，但有各方
面的要求：如每天勞動不得超過 3 小時，每周不得超過 15 小時，對未決在押人
員不得強制安排勞動。“我們不是把勞動看作是他們的義務，而是他們的一項
權利。＂他說。
在通州看守所，在押人員可以享受到的待遇還包括生病時的遠程視頻會
診，以及特殊情形下與家人的雙向視頻見面，但這些手段只不過是全科醫療服
務站和家屬單向視頻技術手段之外的必要補充。從硬體設施的角度來說，通州
所的確令人印象深刻。
但最令人矚目的設施還是心理咨詢室：屋內擺放著沙盤，和擺滿類似玩具
小人的展示櫃，幹警介紹說，這是一種引自國際上“箱庭療法＂所用的器具。
郝同告訴記者，看守所里 10 名專任的管教民警中，已有一半通過與北師大的聯
合培訓和全國統考，取得了國家正規心理咨詢師的資格。“比如在押人員哪天
感覺非常低落，或者有什麼想不開的，可以通過主管民警要求預約心理咨詢，
這邊都能滿足。＂
專職看守所：特殊設施服務於職能
通州區看守所目前實際關押數百人。依照行政區劃管轄原則，這裡關押的
都是發生在通州區的案件的涉案人員，其餘行政區看守所也與之類似。
北京市第二看守所，簡稱“二看＂，實際上是監管醫院。它的內部設計和
一般看守所差別相當大，是一座高度標準化的三級醫院。但也有一些細節，會
向初次到來的人提示它與一般醫院的區別：掛號處旁邊用鐵欄封住的等候室，
各個病區之間明晃晃的警示標語，與穿著白大褂的醫師擦肩而過的身著警服的
看守人員。
“二看＂的所長告訴記者，其他看守所的在押人員經過駐所醫師或遠程專
家的會診，判斷需要住院的，就會被轉移到“二看＂來。
這間看守所式醫院除了普通的外科、內科、耳鼻喉科等病區以外，也設立
了專門的傳染病區，目前收治約 30 名肺結核病人，還有數名愛滋病攜帶者。中
國紅十字會 999 急救中心在此也設立了專門的 999 特診病區，幾十名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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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駐其間，可以對危重病人進行緊急會診，如果病情特重，他們有權將病人轉
送本部進行醫治。
“二看＂隔壁的“一看＂，則關押了全北京市的重刑犯，還有一些外籍人
員和宗教信仰者，其戒備相比通州區看守所明顯更為森嚴。“一看＂的食堂里
有一座專用的清真?，上方嵌著鐫刻阿拉伯文的銘牌，盛裝食材的容器上也有明
顯的阿拉伯文標識；門口貼著一周食譜，中國籍人員和外國籍人員的菜譜被分
別單列出來。
各地看守所：09 年以來“大變樣＂
一位看守所幹警告訴記者，根據他們在各地的交流經驗和日常瞭解，北京
看守所的硬體設備和管理水準，在全國屬於第一梯隊，但並不能算最強，“可
能也就前五吧＂，其他如江浙地區、珠三角地區的看守所管理水平都相當先進。
“以我個人印象來說，江浙地區監所的硬體和信息化水平比我們更發達，
而廣東那一帶主要是社會化水平、開放程度做得更好。＂這位管理人員表示，
“各地都各有所長，北京的優點算是比較平衡，沒有什麼特別出色的，但也沒
有特別的弱項。＂
趙春光向記者表示，全國監所系統近年來得到了國家發改委系統的大力支
持，2010 年專項撥款達 25 億，“十二五＂期間進一步加大對老舊看守所改造力
度，對全國公安監所系統硬體設施的改造起到了至關重要的作用，體現了國家
對法治文明和被羈押人合法權益保障的重視。
“也不能說沿海發達地區的看守所一定就比中西部地區的看守所建設得更
好。比如四川，這幾年申請基本建設撥款比較順利，改造力度也很大，到今年
全省 70%的看守所都已經改造完成，我去看過，他們的條件有非常大的改觀。＂
趙春光說。
在此之前，各地看守所大多數是使用多年的老舊設施，趙春光描述為“老
樓，10 多個人一監室，大通鋪＂。2011 年發改委到新疆建設兵團農八師看守所
調研時，看到他們使用 10 年的監區樓“牆體變形、發黴，通風門窗無法正常開
關，每逢陰雨天，室外下大雨，室內下小雨；每當大風天氣，屋頂壓板經常被
大風吹起，只能用磚塊固定，牆體沒有保暖設施，監區常年冬冷夏熱＂。
全國大多數看守所已不再是這副模樣，但趙春光也承認，由於一部分地區
看守所申報的改造項目未達到發改委要求的標準，可能尚未獲得足夠的改造資
金。但他強調，在全國數千個看守所中，2013 年全系統通報的後進看守所僅有
5 個。“落後的是極少數。而且對於落後的監所，我們不僅會通報所在地公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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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加強領導全面整改，而且會視情通報所在地黨委政府，喚起他們對這項涉及
國家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重要執法機構整改工作的重視，形成很強大的督促動
力。＂

(11).監獄經濟學254

（圖 65.

在封閉經濟的環境，例如監倉，賺錢的方法是走私偷運）。

2014/08/06 見到博客兼行家「Econ 記者」在專頁上，轉載了一條碎到不能
再碎的碎料：懲教署發現有人在探監時，偷偷在書中收藏了一張 100 元鈔票。
「Econ 記者」問：
「究竟 100 元在監獄內價值高點，還是在監獄外價值高點？」
果然是行家一出手，便知有沒有。有好奇心的記者，可能會將這條新聞發
展下去，變成一個專題報道。過往我們，都聽說過，在監獄內的流通貨幣是香
煙。據說，每個囚犯每星期最多可以從探監的親友那兒收到 6 包煙；有沒有吸
煙習慣的囚犯，親友探監是應該都會帶點香煙，是常識吧。至於囚犯在監獄裏
可以憑香煙換取到甚麼服務和物品，就不得而知了。（如圖 65.）
難道現在連監獄裏的煙民也少了，結果連香煙的價值也下跌？資料顯示，
懲教署由 2013 年起，開始推廣無煙監獄。相反，荔枝角收押所的囚犯要是非煙
民，反而可要求轉至赤柱的無煙監獄。按道理，香煙在荔枝角收押所的消耗比
例，應該比別的監獄要高。假設以上資料正確，有理由相信，當香煙進入監獄
的量不變，但由於消耗比率更高，使用價值相對也更高，結果反而漸漸失去了
貨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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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交易媒體，貨幣本身最好是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例如黃金，這種最
沒有用的金屬，質地太軟，不適合用來做工具，但偏偏黃金不會生銹，又易切
割，古人就拿來當錢用。有人做甚麼金絲線，甚麼鍍金工藝品，大多數是用來
炫耀，告訴人家擁有者是如何花得起；情況就有如《英雄本色》裏，Mark 哥以
銀紙點煙一樣。
回到那神奇的 100 元鈔票偷運事件。究竟那 100 元在監獄內的價值會不會
比在外面更高呢？在監倉裏，甚麼都比外面稀缺，而那 100 元要由外到內，也
有一定代價，例如風險。不過，要注意，在監倉裏頭可以換到的服務和產品，
也可能和外面世界很不一樣；就算是最簡單的平安，得到的代價也會比外面高。
在封閉經濟的環境，例如監倉，賺錢的方法是走私偷運；至於甚麼人最有
能力做這種生意，你懂的，我不說了。
刑事司法的漏斗效應：
不管是採取嚴厲或是溫和的的刑事政策，整個司法系統都會有篩選之作用，即
並非每一種所謂犯罪行為，最後都會被定罪，而進入矯治機構，這可能是有意，
也可能是無意所造成。在犯罪的實際發生案件與最後的判刑確定有罪的案件，
不僅會有量上的差距，也曾有質的變化。量的差距，除了涉及到所謂犯罪黑數
外，也有些還是涉及到刑事司法的設計所造成。如此在數量由最上之較大漏斗
口而至最下緊縮現象，謂刑事司法的「漏斗效應」。

(12).如何戳破慣性說謊者？直接質問就對了！255
（矯正機關管教人員與收容人接觸之參考）
怎麼觀察習慣性說謊者？！荷蘭一項研究發現，慣性說謊者天生性格就較
不會感到有罪惡感，對於承認說謊也不會感到內疚或是尷尬。因此，若是要拆
穿對方是否又在說謊，直接質問對方就對了。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2013 年 12 月 14 日報導，荷蘭阿姆斯
特丹大學研究團隊以 527 人為分析對象，並詢問他們在過去 24 小時內是否撒過
謊。結果顯示，有 4 成的受訪者指出未說謊，而共有 40%的謊言來自於 5%的人
口中。
另外，研究人員也讓受訪者進行一項額外實驗，並讓他們誠實面對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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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說謊。研究人員讓這些受訪者先擲骰子後，再報上自己所擲到的數字，若是
擲出來的數字越大，就可獲得更大筆錢。
結果發現，已經承認自己有說謊的人，擲完骰子後所報的數字越高，因此
證明他們確實坦承自己不誠實。研究人員指出，因為此實驗是讓受訪者自報數
字，研究人員無法得知數字是否正確，代表受訪者可自行選擇是否要說謊，以
得到更多酬金。
研究人員表示，此分析發現，這些慣性說謊者因對承認說謊一事，並不會
感到內疚或自責，因此若是要當面質問或戳破他們的謊言也無妨。
目 前 這 項 研 究 也 被 刊 登 於 《 人 類 傳 播 研 究 》（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期刊。

(13).對於毒品犯，美國醫學界新發現；抗過動症藥物，能治毒癮256
藥物濫用之生理因素因；一般吸毒者在吸食古柯鹼後，古柯鹼分子會先由
鼻腔進入，隨後通過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這是在腦和脊髓內的
毛細血管與神經組織之間存在的一個調節性界面，許多治療性的大分子都無法
通過。）進入腦中，接著再由腦裡控制食慾、性慾等喜悅感的區域內的腦細胞
膜上之多巴胺轉運體（即 Dopamine transporter，基本功能是將多巴胺回收至細
胞中，來控制神經突觸多巴胺的分泌量。）進入細胞內，並交換釋放出多巴胺
（ dopamine ）。 此 神 經 傳 導 物 質 主 要 作 用 在 一 塊 叫 做 「 伏 隔 核 」（ nucleus
accumbens）的區域，此區域充滿了製造和回應多巴胺的神經元，如果此區神經
元長時期地被多巴胺所刺激，就會不斷地產生欣快的感覺，而這就是成癮的原
因。
不過，美沙酮 Metadone 替代療法因有許多副作用，已過時，歐美先進國家
已改用免打針僅需口服且無副作用而延長藥效的丁基原啡因 prenorphine 以取代
美沙酮 Metadone，毒癮者以此藥戒毒須自費，急性期一週需三萬元，慢性治療
一年至少需五萬元以上。政府亦強化「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之功能；乃從 2006
年度開始，台灣 25 個縣市政府分別成立「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採任務編組，
擔任「個案管理者」之角色，故各戒治所應與各縣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目的
在減少吸毒者之累再犯的發生。
如今，醫學界更發現減少吸毒者成癮之第三代新處方；即利他能（Rit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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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它原本是治療注意力缺陷過動症（ADHD）的藥物，美國西奈山的伊坎醫學
院最近研究卻顯示，利他能也是古柯鹼成癮者的救星。此藥物於腦部的作用與
古柯鹼類似，但沒有成癮性，也不會對身體造成傷害，能夠有效運用在初步戒
毒階段。戈斯坦博士以 18 名古柯鹼成癮者做實驗，透過核磁共振掃描，2013 年
6 月發現服用利他能的患者，可以有效阻斷腦內某部分，控制習慣與成癮性的連
結；同時也強化腦內另一部份的連結，能夠控制情緒與行為，並增強患者對古
柯鹼的克制力。
使用利他能治療毒癮的效能，有如菸癮者靠尼古丁口香糖戒菸，是藉由其
替代性，讓毒癮者慢慢戒除。利他能可以控制腦神經迴路，刺激腦內多巴胺分
泌，作用與古柯鹼類似。此外利他能也可抑制腦部不同區塊的連結，阻斷成癮
者對古柯鹼的渴望。
利他能主要是治療過動症，對於嗜睡症患者也有相當的功效。利他能能夠
讓過動症患者集中注意力，調節腦內多巴胺的平衡，並影響血清素的分泌，減
緩過動症的症狀。類似古柯鹼在腦中的作用，讓利他能對古柯鹼成癮者立即見
效。未來將繼續研究，期望發展為通用的戒毒替代藥品。

(14).為錢煩惱損智商，研究顯示；越窮越易犯錯257
最新國際研究顯示，貧窮及隨之而來的各種煩心問題會消耗大量腦力，導
致窮人沒有多餘的力氣關心生活其他面向，就連智商也可能暫時減少 13 分，更
可能做出錯誤決策，使得原有的經濟困境更加惡化難以翻身。
決策錯誤恐更難翻身；根據這項由哈佛、普林斯頓及其他北美大學與英國
沃里克大學等研究人員共同參與、發表在「科學」期刊的研究顯示，經濟困難
對窮人在認知與邏輯測試的表現，會立即產生負面影響。實驗結果並非證明窮
人較笨，而是顯示阮囊羞澀會造成「有效腦力」
，或研究人員所謂的「心智頻寬」
（mental bandwidth）
，受到必須平衡收支的龐大壓力而大幅受限，經濟困難者的
認知功能明顯下降，相當於整體智商減少 13 分，類似整晚失眠者的認知表現下
降結果。
研究人員研究了兩個迥異的群體，一個是美國新澤西州商場內的購物者，
另一群則是印度鄉下的蔗農。在商場研究中，研究人員針對 400 名中低收入購
物者進行連串測試，以評估其智商與衝動控制能力，半數實驗者被問到假如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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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拋錨、修車費用達 1500 美元時該怎麼辦，結果這些實驗者的認知表現明顯較
差，智商成績下降 40%。印度蔗農的認知能力則是在收成前後出現明顯差異，
收成後農民口袋滿滿，智商成績增加達 25%。
參與研究的哈佛大學經濟學者穆萊納坦 2013 年 8 月 30 日表示，研究結果
顯示，人窮的時候缺的不止是錢，連認知能力也會連帶受損。口袋滿滿 智商成
績揚；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心理系助教授趙佳英（Jiaying Zhao，譯音）也
指出，過去經常認為貧窮都是個人失敗所導致，但研究結果卻與傳統的保守派
經濟社會與政治理論相反，顯示缺乏財務資源本身就會導致認知功能受損。
普林斯頓大學心理學暨公共事務系教授沙非爾則說，經濟壓力尤其是造成
窮人無法做出良好決策的主因。他表示，窮人在專注處理急迫問題時其實效率
很高，但他們已沒有剩餘腦力來處理其他問題，
「因此假如你生活貧困，就會較
易犯錯，而這些錯誤又會讓你蒙受更大損失，你根本很難找到出路。」

(15).日本計畫成立網癮勒戒營，協助青少年258
日本計畫成立一個網路勒戒營，聘請教育專家協助上網成癮的青少年。根
據統計，日本有 50 多萬、年紀在 12 歲到 18 歲之間的青少年上網成癮，難以自
制。日本教育部發言人「關根昭文」2013 年 8 月 27 日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
訪問時說，初步統計，日本有 51 萬 8 千多名中學生沉迷在網路世界中，而且人
數還在持續增加。
日本教育部計畫在下一個會計年度，針對這個議題進行廣泛研究，同時也
會規劃一些方案，由政府資助，專門設計協助孩童遠離電腦、手機及掌上遊樂
器，轉而多與他人溝通互動。
日本教育部提議成立網路勒戒營，會提供多種體育運動、團體遊戲等戶外
活動，另外還有心理醫生給予臨床心理諮商，以協助網路成癮的青少年能儘快
回到真實的世界中。
專家指出，在日本，有越來越多的青少年出現睡眠及飲食混亂問題，這都
歸咎於網路成癮，有些嚴重的病例還會導致憂鬱症、甚至血栓症。另外，多項
研究也都指出，沉迷網路活動也會嚴重影響學生在校功課。日本教育部為了協
助青少年戒除上網癮頭，因此積極規劃在全國各地成立網路勒戒營。
（中廣記者
謝佐人在台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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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翻檔案預測犯罪，倫敦警先發制人259
好萊塢兩大王牌史蒂芬史匹柏和湯姆克魯斯合作的電影《關鍵報告》中，
所有的犯罪者在犯下罪行前就先被消滅。這樣的情節恐怕只有科幻小說裡才會
出現，但倫敦警探卻曾經進行類似的預防犯罪調查，降低了性侵案發生率。
《關鍵報告》情節發生在 2054 年的華府，而在現實生活中，1990 年代的倫
敦，則有一群警察靠著手翻檔案，對可能犯下嚴重罪行的重刑犯，採取先發制
人的行動。
據倫敦前警探敘普（Peter Ship）2013 年 8 月 26 日指出，他與同僚在 1990
年代時，曾運用警察局的資料檔案預測犯罪，他們希望從中了解強暴犯是否有
共通行為模式，期待有助辦案，甚至可在重大罪行發生前，予以防範。敘普和
他的同僚發現，遭拘捕的性侵犯，通常都有從曬衣架上竊取女性內衣的習性。
於是，他們鎖定內衣賊，對這些可能成為高風險性侵犯的人，採取先發制
人的行動，除列入觀察名單外，並安排社工定期查訪。敘普認為，這個過程，
加速他們調查和確認嫌犯身分，「在這場官兵捉強盜的遊戲中，搶得先機。」
一位曾服務於個人資料調查公司的主管透露，他的經驗是，通常只需要少
數幾項個人犯罪資訊，便可推斷出這個人將會成為重案犯。不過他坦承，偶爾
也會誤判。

(17).數學公式算「錢」可預測犯罪率260
如電影「關鍵報告」般預測未來犯罪可行嗎？巴西科學家發現一套數學公
式，可以算出未來發生的犯罪率，而該公式也可以預測失業人數與識字率。
該量化研究刊載於「公共科學圖書館—綜合」（PLoS ONE）期刊，分析自
2000 年以來的巴西城市數據資料，發現凶殺案與人口規模和其他 10 個「都市尺
度」（urban metrics）指標，存在明顯的關聯，並據此找出可以預測隨著巴西人
口增加時，會發生多少殺人案的數學公式。
該研究共同撰寫人李伯羅（Haroldo Ribeiro）2013 年 8 月 14 日表示，包含
國內生產毛額（GDP）
、不識字率與失業率在內的都市尺度，其數字漲幅與人口
變動有緊密關聯，「並依循明顯的數學法則」。
而該數學法則也適用於未來童工數、失業數與識字率的預測上。
李伯羅坦言，很難釐清與預測犯罪率最相關的指標為何，他們雖然發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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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失業率、家庭所得等有關「錢」的因素，是最具影響性的指標，但犯罪學領
域早已揭露這點。儘管如此，揭示犯罪率與都市尺度的關聯，將可有效幫助預
防犯罪的政策制定。
專家對這項研究看法不一，英國伯明罕城市大學犯罪學家威爾森表示，這
項數學公式過分注重人口規模變化，完全忽略情緒因素，而在謀殺案中，情緒
動機遠勝過該研究所注重的背景因素。但美國聖菲研究所的貝登科特則持認同
態度，「這解釋了都市中的社會互動。」

(18).最新研究；人若只為己，天誅地滅261
俗語說「人不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類天性，之前有研究顯示，在物
競天擇的演化過程中，自私的人往往領先比較合作的人；但美國密西根州立大
學一項新研究卻顯示，演化過程不見得有利於自私的人，如果人類只展現自私
特性，可能早滅亡了。
研究團隊以賽局理論中的「囚犯困境」為模式進行分析。在此模式中，司
法人員向甲乙兩囚犯各自提出條件：只要他們檢舉對方，自己就可獲得自由，
另一方則須坐牢 6 個月，但前提是只有一方密告，另一方保持緘默。
如果甲乙兩囚犯都選擇檢舉（背叛）對方，則兩人都須坐牢 3 個月，如果
甲乙都選擇保持沈默（合作），則兩人都只需坐牢 1 個月。
根據數學家納許的分析，處於囚犯困境的最佳策略就是彼此不合作，也就
是彼此背叛。但主持這項研究的阿達米（Christoph Adami）教授質疑，如果納許
的理論是對的，為何在動物、微生物和人類世界中，都可以看到彼此合作的例
證。
阿達米 2013 年 8 月 3 日解釋說，關鍵在於之前的研究未列入溝通因素，
「接
受偵訊的兩名囚犯不得彼此接觸，如果他們能溝通，就會立下約定，讓兩人都
只需坐牢 1 個月。而如果不能溝通，誘因就是彼此檢舉」。
研究團隊使用一部大電腦，模擬自然界中千百種牽涉到合作和背叛的二元
行為（例如逃避或奮戰）模式，且將事前溝通作為做決定的因素之一，結果發
現，卑鄙自私的行為只在短期間內有利，如果長時間卑鄙自私，必為另一方知
悉，終究對自己不利。
英國學者柯曼說，當年達爾文就為自然界觀察到的合作現象感到困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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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以為物競天擇有利於剝削和自私的物種，但這是過度簡化的理論，並未將
基因的自私特性列入考量。他指出，要生存的不是個別物種，而是基因，基因
利用個別物種來進行繁衍，因此「自私」的基因從合作的物種中獲利。

(19).英國犯罪和司法研究中心；研究顯示社會地位可以「隔代遺
傳」262
很久以前，不少人相信「賊的兒子當小偷，法官的兒子當法官」
，後來受到
批判，因為社會平等理論堅持無論出身貧窮或富裕，有才的孩子就會有出息。
古今中外，歷史上的傑出人物中的確不乏出生貧寒者。但是，英國教育學院一
位教授根據自己最近完成的一項研究結果 2013 年 6 月 30 日宣稱；在英國，窮
人家的孩子在學業上跟富家子弟的差距是其他歐洲發達國家的兩倍。
研究顯示社會地位可以「隔代遺傳」研究人員認為財富的傳遞起到了重要
作用 grandparents 英國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一個人最終在英國社會體系中的地位
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其祖父母的地位，而並不僅僅取決於父母的地位。
研究顯示，有些人父母的地位可能在社會經濟階梯上下滑，但所謂「祖父
母效應」又能把他們從下層拉回來。研究人員認為，財產的傳遞可能在這一過
程中發揮了重要作用。牛津大學和杜倫大學的研究員人員分析了 1946 年、1958
年和 1970 年在英國出生的大約 17000 人的有關生活數據。
經濟優勢；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論》上的報告說，對於父母和祖父母都
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男子來說，80%的人在成年之後會仍然處在這個社會階
層。但是，對於父母一輩向上層浮動的子來說，只有 61%的人能夠停留在他們
出生時所屬的社會階層。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那些祖父母社會地位較高而父母一輩地位下滑的人來
說，
「祖父母效應」似乎更為強烈，起到了「把孫子輩拉回社會階梯」的作用。
研究人員表示，
「祖父母效應」在社會階層流動性方面的作用並不僅僅限於英國
上層或下層的哪個社會階層，而是存在於整個社會的每個階層。報告指出，老
一代人現在更有可能健康而富有，並為後代提供幫助，以房產和存款的方式向
孫輩傳遞經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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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刑科學化：
為當代西方國家監獄行刑的發展趨勢之一。指行刑制度的科學化和機構內處
遇、機構外處遇方面，對於現代科學技術（如行為科學、教育學、犯罪學、刑
事政策等）之廣泛運用。20 世紀以後，特別是二次大戰以來，西方國家為了實
現行刑的合理化、人道化和個別化，在獄政制度和行刑處遇中，廣泛運用現代
科技成果和刑事科學的積極結論，企圖查明犯罪原因和犯罪人情況，綜合運用
各種現代化之矯正處遇措拖，以達成「教育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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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矯正人員風紀篇
按：南非前總統曼德拉（Mandela,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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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層的人。」 故而，矯
正人員是面對龐大社會最下層人犯的專業工作者，如何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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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
三、矯正人員是矯正工作品質的基石。
以是，矯正人員不該違反風紀而反向操作！

(1).女監獄輔導員，戀毒梟，與囚犯牢房嘿咻263

（圖 66. 監獄輔導員羅德里蓋斯小姐＞左，與英國著名大毒梟華倫囚犯＞右，
常把牢房當［做愛房］。）
英國 46 歲女子羅德里蓋斯小姐，日前承認，2007 年擔任監獄輔導員時，愛
上牢內身家約 153 億元台幣的大毒梟華倫，兩人還在牢房裡做愛，由獄友幫忙
把風。（如圖 66.）
英國《每日郵報》前天（2014 年 02 月 15 日）報導，羅德里蓋斯坦承在澤
西島監獄工作時，愛上惡名昭彰的毒梟華倫，當時他因走私價值逾 5 千萬元台
263

蘋果日報新聞 2014 年 02 月 17 日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402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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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的大麻被拘留。羅德里蓋斯說：
「一開始就被他吸引，首次有小鹿亂撞的感覺。」
華倫曾名列《周日泰晤士報》富豪榜，身家估計約 153 億元台幣。美囚犯為愛
越獄之後兩人在單人牢房裡翻雲覆雨，其他囚犯不但未告密，反而幫忙把風，
見有人來就吹口哨或唱歌示警。羅德里蓋斯說：
「我知道這很瘋狂，也知道華倫
是大毒梟，但愛勝過一切。」
這段關係維持 2 年，直至華倫 2009 年的走私毒品罪定罪，被判刑 13 年，
改關到倫敦另一監獄而結束。但羅德里蓋斯稱，兩人仍以書信及電話聯絡，她
正等華倫出獄後繼續戀情。
另有一類似案例；美國亞利桑那州一處監獄。囚犯迪克尼普為與女友（獄
政人員）共進情人節大餐，上周攀過 3.65 公尺高的圍牆，匍匐穿越帶刺鐵絲網，
爬過圍牆逃獄赴約，但女友前腳進餐廳，警方隨即趕到，迪克尼普又再度入獄。

(2).關灣囚犯獲色情書，律師：獄卒塞的264
據媒體 2013 年 8 月 22 日報導；律師說，是關達那摩灣監獄警衛塞色情小
說給 911 恐怖攻擊策劃者之一的巴魯奇（Ammar al Baluchi）
，巴魯奇沒有提出要
求，這是故意抹黑。
巴魯奇帶著這本小說出庭，他的辯護律師康奈爾（James Connell）說，巴魯
奇告訴他，這是警衛 19 日晚上送給他的。
巴魯奇不想要那本書，因此交給康奈爾。現由康奈爾存放在保險櫃，找機
會交還給監獄 7 號營法律顧問。

(3).藤森坐牢像度假，鏡頭全都錄265
貪腐入獄的秘魯日裔前總統藤森謙也以健康理由請求總統特赦，目前已進
入評鑑關鍵階段，但媒體卻播出與其病榻上形象截然不同的錄影，引發各界對
藤森真實狀況的強烈質疑。
秘魯《共和報》（La Republica）2013 年一月卅日以頭版全版刊出「藤森控
制監獄農場」內幕，並在網站上播放二○一二年七月的相關錄影，但未說明來
源。錄影中，藤森彷彿置身自家農莊，還走出他獨享的牢房，與兩名安全人員
在花園中話家常。
七十五歲的藤森除了稍微臃腫外狀況正常，在談及諾麗果（Noni）防癌功
能時，笑稱白果蠅螫了就不會罹癌。
《共和報》驚爆藤森現狀，顛覆了藤森去年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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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透社 2013 年 8 月 22 日 http://tw.news.yahoo.com/關灣囚犯獲色情書-律師-獄卒塞的-024508672.html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2 月 1 日 http://tw.news.yahoo.com/藤森坐牢像度假-鏡頭全都錄-213000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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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來自稱罹患口腔及舌癌數度手術後由其醫師發布的病榻形象。
藤森上周拒絕司法部特赦委員會指派聯合醫療小組對其健康進行檢查，堅
持僅接受他的腫瘤科醫生，影響原訂下周提交烏馬拉總統的藤森特赦案評鑑報
告。
曾起訴藤森的前檢察長紀廉（Avelino Guillen）表示，藤森拒絕聯檢顯示他
懼怕真相將公諸於世。藤森因一九九○年至二○○○年任內涉及集體屠殺原住
民、貪瀆、竊聽等多項罪名，在二○○七年被判廿五年徒刑。

(4).英國女獄警愛上囚犯，曝光被判刑 8 個月男出獄後分手266
愛情真的是會讓女人昏了頭，英國一位 32 歲的女獄警竟然愛上了入獄 9 年
的囚犯（如圖 67.）
，然而，當這段感情曝光後，這名女警被判刑 8 個月，而男
囚犯在出獄後，卻是選擇和女獄警分手。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2014 年 2 月 8 日報導，這名女獄警名
叫 AbbieLevens，在執行公務期間，愛上了已入獄 9 年的囚犯 Sherome Blair。她
甚至毫不避諱的向法官坦言，是她自己先追求 Blair 的。Sherome Blair 是為什麼
入獄？其實他的品行不好，在 2004 年 3 月曾因搶劫珠寶入獄，出獄後，又因為
誘騙和搶劫雙重罪名再次被抓並入獄。
不過，這樣的人到底有什麼值得 Abbie Levens 愛的？Levens 表示，
「在自己
壓力最大的時候，是 Blair 陪伴自己度過難關的。」不過， Levens 否認和 Blair
發生過性關係，她說，
「對 Blair，只存在單純的愛情幻想。」那 Blair 的想法又
是什麼？他說，
「對 Levens 並沒有放太多感情，只是在服刑期間，和她一直保持
聯繫。」這或許就是當 Blair 出獄後，選擇和 Levens 分手的主要原因。
在法庭上，Levens 承認自己的行為不檢點，但並不後悔談這段戀情。目前
Levens 因涉嫌執行公務中存在不正當行為而被逮捕，現在正在監獄中服刑。
按：依監獄管理之研究；監獄「次級文化」之剖析：
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文化，不同的族群也會形成不同的文化，換言之，不同的
人口成員、區域以及價值觀念，就會形成獨特的文化。因此，監獄也不例外會
形成獨樹一格的文化，由於與一般社會文化不盡相同，所以稱為，「監獄次級
266

NOWnews 2014 年 2 月 8 日
http://tw.news.yahoo.com/%E8%8B%B1%E5%9C%8B%E5%A5%B3%E7%8D%84%E8%AD%A6%E6%84%9B
%E4%B8%8A%E5%9B%9A%E7%8A%AF-%E6%9B%9D%E5%85%89%E8%A2%AB%E5%88%A4%E5%88
%918%E5%80%8B%E6%9C%88-%E7%94%B7%E5%87%BA%E7%8D%84%E5%BE%8C%E5%88%86%E6%
89%8B-070345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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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或「人犯次級文化」。
我國監獄次級文化包括：
（一）、暗語使用。
（二）、人犯編號與綽號運用。
（三）、人犯的階級。
（四）、人犯的派系。
（五）、人犯規矩。
（六）、領導者與領導地位（領導權） 。
惟上揭之獄政人員愛上收容人，亦可謂「機構化症候群」之次級文化。

（圖 67.

英國女獄警愛上囚犯翻攝自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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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殺 52 囚，巴西 25 警，各判六百年267
廿五名巴西警察由於 1992 年在聖保羅「卡蘭吉魯監獄」屠殺五十二名囚犯，
三日被判無期徒刑。每一名警察都因使用致命武力壓制囚犯鬥毆，被判六百廿
四年徒刑。
據媒體 2013/08/04 報導；屠殺發生於 1992 年十月二日，79 名警察被控殺害
111 名囚犯。當年卡蘭吉魯監獄關押八千名囚犯，是拉丁美洲最大監獄。卡蘭吉
魯監獄共四層樓，審理程序因而分為四個階段，每一階段處理一個樓層的屠殺
案。
這次審訊與宣判屬於第二階段，經過一周的審訊之後，七人陪審團做成裁
決，再由主審法官宣判。當年八十七名囚犯在混亂中受傷，警方卻毫髮無傷。
檢察官認定囚犯是被警察殺害，警方則辯稱當時生命受威脅，為了自保才開槍。
這起屠殺案在程序上延誤廿多年後，今年四月才開審。在審理的第一階段，
廿三名警察因殺害十三名囚犯，每名警察各判處 153 年徒刑。
四月開審前，這起屠殺案的主謀聖保羅警察首長吉馬雷斯上校已在 2001 年
被判處 632 年徒刑。吉馬雷斯上訴後改判無罪，2006 年在聖保羅自宅遭槍殺。

(6).宏都拉斯監獄，受刑人管自己268
美洲人權委員會 2013.08.02 日發表報告，中美洲國家宏都拉斯因政府放棄
改造受刑人的角色，目前全國廿四所監獄全是受刑人自己管自己。
由於看管鬆弛，這些監獄的受刑人想逃脫易如反掌，但他們決定不逃，理
由是不想「破壞平衡」
，第二大城汕埠的監獄尤其如此。一名監獄官告訴委員會，
獄政當局並無能力改變現狀。
這些所謂的「自治」監獄由受刑人選出數名「協調員」掌管監獄，獄規由
協調員訂定，包括懲戒措施。人權委員會說，一些受刑人抱怨協調員對他們動
粗，監獄正式管理人員對這些行為卻視而不見。
官僚貪腐與監獄過度擁擠，導致獄政崩潰。司法體系未能及時審判羈押的
犯人，是監獄人滿為患原因之一。宏國全國監獄僅能容納八千一百人，目前卻
關了有一萬兩千多人。
宏國另一個默許的地下制度，是准許受刑人做些生意，官方縱容此事是因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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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瓜分利益，他們表示分得的錢用於支應監獄開銷。宏國的監獄文化如此，要
改變也難，就連去年科馬亞瓜監獄大火燒死三百六十二名獄囚，使宏國獄政備
受國際關切，也沒有促成太大改變。
美洲人權委員會於火災後展開調查，並發表上述報告，建議宏國不僅要建
新監獄、改善既有監獄，更應從更廣泛的公共政策面下手。

(7).愛上殺人犯助逃獄？美國副典獄長太太受審269
17 年前，現年 49 歲的芭比‧帕克（Bobbi Parker）是奧克拉荷馬州一座監獄
副典獄長的妻子，卻被控因情愛放走一名定罪的殺人犯，並和該犯潛逃，11 年
後雙雙被捕。如今，她的命運掌握在陪審團手中，陪審團 20 日要求勘查副典獄
長帕克（Randy Parker）的住宅，求證芭比‧帕克當年到底是自願，亦或是遭脅
迫。如果罪名確定，49 歲的芭比‧帕克將面臨十年徒刑。1994 年 8 月 30 日，
芭比和殺人犯戴爾（Randolph Franklin Dial）一起從奧克拉荷馬州立監獄失蹤。
11 年後，當局在德州 Campti 一間住宅找到他們。檢察官說，戴爾在監獄服
刑時，參加監獄開辦的陶藝課，教課的老師是芭比，上課的地點在帕克家中的
車庫，後來芭比愛上戴爾。戴爾和芭比當年一致聲稱，戴爾用藥迷昏芭比，並
綁走她。
據媒體 2011/09/21 報導；檢察官亞柏羅（Eric Yarborough）表示：「這件案
子中，所用的迷藥是愛，芭比選擇和戴爾遠走高飛。芭比和丈夫已有兩個女兒，
芭比的丈夫帕克在法院作證說，他仍然愛芭比。戴爾再度被捕後，承認脫逃罪，
2007 年，62 歲的戴爾死於獄中。戴爾直到死前都堅稱，他違反芭比的意志，綁
架芭比。

(8).比利時獄政罷工，抗議工時將提高至 38 小時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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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比利時獄政罷工 抗議工時將提高至 38 小時）

據媒體 2013 年 1 月 16 日報導；比利時的獄政人員工會宣布將於 2 月 7 日
進行 24 小時的罷工。導火線是職掌公務體系的內閣閣員博蓋爾特（Hendrik
Bogaert）表示應提高工時至 38 小時，導致獄政人員不滿。
上週，博蓋爾特接受荷文財經報紙《De Tijd》（荷蘭文，意思為「時代」
（the Time））訪問時表示，目前獄政人員每週工作 36.5 小時是不足的，工作時
間應為每週 38 小時。博蓋爾特發言認為這應該改變。
獄政人員工會對此說法表示憤怒，他們認為，博蓋爾特應改善獄政人員的
工作環境，而非增加他們的工作時數。（如圖 68.）
社會黨的獄政工會說，「獄政人員的工作壓力很大。對我們而言，每週 36
小時已是極限。監獄擁擠問題必須要處理，目前的監獄不僅擁擠，還過於老舊。」
基民黨的獄政工會則表示，「當初政府把每週工作減至 36 小時是因為監獄過
為擁擠，但是擁擠問題尚未消失。」
獄政人員將自 2 月 6 日晚上 10 點起罷工 24 小時，這一天正好也是其他比
國聯邦政府公務員上街抗議博蓋爾特政策的日子。

(9).警幫黑老大生 5 子，美國淫亂監獄淪黑幫毒窩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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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文網 2013 年 04 月 26 日/李寧怡╱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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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美國巴爾的摩市立看守所幾乎已落入「黑人游擊家族」掌控）

美國馬里蘭州巴爾的摩市數座監獄（如圖 69.），幾乎已被黑幫控制，有 13
名女獄警因協助黑幫成員在獄中賣違禁品，日前遭起訴。有黑幫份子宣稱自己
才是監獄老大，並與 4 名女獄警生了 5 個孩子。

（圖 70. 「黑人游擊家族」老大懷特入獄 4 年，就讓 4
名女獄警為他生了 5 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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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郵報》前天引述聯邦調查局（FBI）幹員表示，「監獄已成為
『黑人游擊家族』的庇護所。」1960 年代成立的黑人游擊家族（Black Guerilla
Family，BGF）是知名幫派，在各地監獄賣違禁品，也在大城市販毒、搶劫等。
周二公開的起訴書顯示，BGF 在巴爾的摩監獄經營高度組織化的違禁品販
售網。檢方以持有及散播毒品、洗錢等罪名起訴 25 人，除了囚犯和違禁品供應
者外，還有 13 名協助運送違禁品的女獄警（如圖 71.）。她們將手機、毒品等
藏在內衣、鞋子和頭髮中夾帶入獄，供 BGF 成員賣給其他囚犯。
嘿咻時還幫忙把風；2009 年因涉嫌謀殺被送進市立看守所的 BGF 老大懷特
（Taven White）（如圖 70.），4 年內就讓 4 名女獄警為他生了 5 個孩子，兩名
女獄警還在身上刺了他的名字。起訴書指，BGF 是有計劃地引誘「缺乏自信、
沒安全感」的女獄警上鉤。另一囚犯和女獄警在囚室裡翻雲覆雨時，還有女獄
警把風。
「這由我發號施令」；年初調查員監聽到懷特從獄中打手機給友人時吹噓：
「這監獄所有事，都由我發號施令。」他稱賣違禁品可月賺至少 48 萬元台幣。
一名老大用獲取的暴利買了 BMW 等名車，供協助的獄警使用當報酬。
馬里蘭州聯邦參議員葛萊登認為，女獄警比例太高是問題所在，但該州監
獄管理局局長梅納德認為，關鍵還是在黑幫囚犯。

（圖 71.

女獄警示 範如何夾帶違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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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的摩女獄警將手機、毒品等違禁品藏在內衣、鞋子中，夾帶入獄供黑
幫成員販賣給其他囚犯。

(10).服刑有錢照樣逍遙，印尼政府尷尬272
由於調查揭露，富有和關係良好的囚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照樣奢華度日，
2010/01/13 令誓言打擊貪腐的印尼政府處境尷尬。
為了打擊司法界貪瀆，總統尤多約諾（SusiloBambang Yudhoyono）成立的
特別小組，對一所女子監獄進行突擊檢查，富有和有影響力囚犯在服刑期間獲
得特殊待遇的詳情，今天登上各報頭版新聞。
女企業家蘇雅妮（Artalyta Suryani），去年賄賂檢察官遭定罪入獄後，據報
導，她在 64 平方公尺公寓式「牢房」內，接受雷射美容治療時，被逮個正著。
「雅加達環球報」
（Jakarta Globe）報導，蘇雅妮在獄中所受特殊待遇包括：
雙人床、空調設備、平面電視、冰箱，私人廚房和浴室，以及一個嬰兒用圍欄。
總統府發言人巴夏（Julian Aldrin Pasha）告訴法新社：
「一些囚犯可能獲得
特殊待遇，我們深感遺憾。」
他強調：
「應該正面看待這類調查發現，未來還會有更多調查。」總統尤多
約諾誓言粉碎他所謂的「司法界黑道」。印尼司法界極其腐敗。他說：「總統尤
多約諾堅信，所有囚犯應該受到相同對待，不能有任何特權或特殊待遇。」

(11).監獄大火釀逾 300 死，宏都拉斯監獄長遭停職273
宏都拉斯一所監獄深夜發生火災，導致 350 多人喪生，2012 年 2 月 16 日宏
都拉斯總統下令，停止國家監獄長的職務。
宏都拉斯總統表示，將對這起火警展開公開和全面的調查。消防人員說，
由於火警後找不到鎖匙，很多囚犯被活活燒死或因窒息死亡。人權觀察組織說，
宏都拉斯監獄人滿為患，關押條件惡劣，造成這宗慘劇。

(12)典獄長陪午茶，印度新德里監獄遭踢爆274
據媒體 2011-07-02 報導；印度新德里提哈監獄被踢爆對涉電信弊案、大英
國協運動會貪污醜聞案被告提供「無微不至照顧」
，不但可跟典獄長午茶、自由
進出牢房、還可跟同案被告話家常、在監獄裡閒晃。
兩樁弊案都是去年爆發、最受全印關注的貪腐案件。
「印度時報」
（The Times
272
273
274

譯者：中央社方沛清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113/19/1yoh1.html
http://tw.news.yahoo.com/監獄大火釀逾 300 死-宏都拉斯監獄長遭停職-023558391.html
中央社 201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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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ia）今天報導，初審法院調查法官賈格（Brijesh Kumar Garg）前天造訪提
監獄（Tihar Jail）時，發現獄方讓兩案被告「過度自由」。
賈格對於國協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卡馬迪（Suresh Kalmadi）到典
獄長辦公室一塊午茶、電信弊案被告可在監獄裡閒晃，甚至跟同案被告「串門
子」，真讓人不可思議！
報導引述賈格報告說，卡馬迪跟典獄長共享茶、咖啡、餅乾和辣味小吃。
賈格詢問典獄長巴哈拉瓦吉（Bharadwaj）
，為何卡馬迪會出現在辦公室裡？典獄
長回答，因為卡馬迪正在等讓廂型車送去醫院。不過，為何現場有茶有零食，
「巴
哈拉瓦吉就啞口無言了」。典獄長已被要求要提交卡馬迪詳細就醫紀錄。
賈格報告也提到訪視期間，所有獄卒都沒預料到會有法官在暑假期間前往
訪視，
「獄方提供受到高度矚目被告們過度的自由，理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
法官還看到犯下謀殺案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放風時間之外，還在花園裡溜達
閒晃。報告說，巴哈拉瓦吉對這件事同樣答不出個所以然來。
賈格的結論是，顯然獄方有兩套標準，廣受矚目被告和人犯們，在提哈監
獄長官們的招待下，可以盡情享受。

(13).印尼監獄之奇聞，選美皇后女議員入監服刑，獄中照樣美容275
印尼選美皇后出身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安潔莉娜涉貪案引發全國關注。令人
驚訝的是，身陷囹圄的她竟然仍享有美容服務，讓她在出庭時保持亮麗外表。
安潔莉娜（Angelina Sondakh）日前因涉嫌巨港東南亞運動會選手村工程貪
汙案，被列為嫌犯，並限制出境，印尼全國各主要媒體都以顯著篇幅報導這項
消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 1 名證人指證安潔莉娜要求印尼企業 PT Permai
Group 以她的名義捐獻 1000 萬印尼盾給梅拉比火山（Mount Merapi）噴發的受
災戶。選美皇后出身的她，日常生活中固定接受護膚、護髮的美容服務並不令
人意外。但外界好奇，她從今年 4 月 27 日被「肅貪委員會」（Corruption
EradicationCommission）拘禁以來，是否也一樣維持美容習慣？
據媒體 2012 年 12 月 5 日報導；答案令人驚訝。安潔莉娜日前在出庭時告
訴「雅加達郵報」
（Jakarta Post）
，
「感謝上帝，邦多監獄（Pondok Bambu）裡有
一間美容沙龍，監獄囚犯在這裡工作」
。這也是為什麼她每次出庭時都能保持亮
麗外表的原因。
275

中央社 2012 年 12 月 5 日 http://tw.news.yahoo.com/選美皇后女議員-獄中照樣美容-063621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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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出庭都呈現不同髮型的安潔莉娜表示，她還不確定要不要在獄中剪髮。
她上週出庭時，身穿一件有金色鈕扣的白襯衫和一條黑色褲子，看起來儀
態優雅。關於整身行頭哪裡來？安潔莉娜說，她有一個女親戚長期贊助她，所
以她可以仰賴這名親戚提供她適合出現在公開場合時的服裝。

(14).反腐，大陸安排官員參訪監獄276
新華網報導，大陸發改委近期陸續帶領「貪瀆高風險崗位（職務）」的司處
級官員參觀監獄，受刑人現身說法，剖析失去自由的痛苦，讓參加者經歷震撼
教育。
據媒體 2014-08-07 報導；7 月初以來，大陸國務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分
3 批帶領 200 多名司處級官員，訪問北京市監獄，以及司法部直轄的燕城監獄。
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官網公布，發改委相關活動主要是參觀牢房、食
堂、會客室等場所，部分貪瀆犯並現身說法，讓官員切身感受「貪廉一念間、
悲喜兩重天」的真諦。
新華網報導，有期徒刑 12 年的國家外匯管理局管理檢查司前司長許滿剛，
是現身說法的職務犯罪人員之一。
許滿剛稱「敬畏法律、珍惜現在、不忘責任、自立慎獨」，不但深切懺悔犯
罪行為，更是對在場人員的生動勸誡。
發改委經濟運行調節局局長李仰哲受訪時表示，「我和許滿剛曾經一起念
書，他之前公認政治前景好、專業素質強」，「現在再度看到他，真的很震撼，
也很受教育」。
大陸發改委黨組成員、副主任林念修指出，作為一種非常有效的警示教育
方法，這樣的活動應當經常組織，這有助於黨員幹部們引以為戒、警鐘長鳴。

(15).被減薪，加拿大安大略省 4 受刑人狀告聯邦277
加拿大安大略省受刑人控告聯邦政府削減他們在獄中的工資。
加拿大安大略省四名受刑人因為監獄裡的工資被削減而對聯邦政府提出告
訴。
據媒體 2014/08/11 報導；去年 10 月，加拿大懲教署削減受刑人三成工資，
聲稱將以扣款支付受刑人的食宿及電話系統。
聯邦政府說，加拿大懲教署年度預算逾 26 億元，減低受刑人的工資，主要
276
277

中央社台北 7 日電 2014-08-07
路透社 2014/08/11 世界新聞網 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編譯組／多倫多 10 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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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增加他們負擔的監獄開銷，為獄方節省大約 400 萬元。受刑人的訴狀指
出，原有的受刑人最低工資是國會委員會 1981 年根據當時的最低工資制訂，並
扣除 85%工資支付受刑人在獄中的食宿及其他開銷。
依照原有工資架構，受刑人每天最高可領 6.9 元工資，但其實一般受刑人平
均每天約領 3 元。但是現在依新的工資標準，大多數受刑人領到的工資已遠低
於 3 元。
受刑人的代表律師史隆說，削減工資措施是雙重收費，這個作法違反加拿
大的權利及自由憲章。史隆指出，削減工資措施也違反監管聯邦監獄的懲教及
有條件釋放法。
「將影響受刑人重新融入社會的能力，與這個法案的原意背道而
馳。」
訴狀指出，實施新的工資標準已讓許多受刑人沒錢付電話費、養家、缺乏
出獄準備金。受刑人還須自費購買洗髮精、肥皂、除臭劑、非處方藥等個人衛
生用品，監獄不再供應。
提出訴訟的四名受刑人之一，京士頓（Kingston）科林斯灣監獄受刑人舒克
（Jarrod Shook）說，減工資影響他支付大學學費的能力，他也須減少和教授間
的電話課業討論，同時須省錢買寄交作業的郵票。
去年秋天加國各地監獄的受刑人已罷工抗議減薪，希望有機會與懲教專員
討論減薪一事。史隆說，依法懲教官員應在實施這些政策前與受刑人進行有意
義的諮詢，但卻從未這麼做。
聯邦政府已表示會抗辯，但並未對此案置評。聯邦法院預期會於今秋審理
此案。

(16).瓜地馬拉監獄，爆收賄醜聞278
瓜地馬拉破獲一個全國監獄負責人與受刑人的錢權交易網絡，受刑人繳費
後，可享受由叫外賣、召妓及換監的特殊服務。
聯合國特設「瓜地馬拉反特權委員會」（Cicig）與公安部 2014 年 9 月 3 日
舉行聯合記者會，宣布破獲由司法部「全國監獄系統」（DGSP）典獄長卡馬戈
與其代理人利馬所主導的非法組織。
「瓜地馬拉反特權委員會」代表韋拉斯格茲透露，服刑中的前上尉軍官利
馬自 2013 年初開始「代理」其高中同學卡馬戈，提供受刑人以金錢換取使用手
機、叫外賣、召妓、調換牢房及監獄等所有特殊待遇。
278

聯合晚報╱特約撰述郭篤為/巴拿馬市 3 日電 2014/09/04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9149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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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拉斯格茲說，由於涉案人在臉書上炫耀而被檢舉，專案小組深入調查後，
於 3 日拂曉兵分七路全面收網。3 日與卡馬戈同時被捕的還有利馬之妻、今年 2
月卸任的全國副典獄長、涉案官員及馬伕計 8 人，目前已確認 7 名重刑犯各支
付 7000 美元後調離高度保安監獄。
收賄軍官 坐擁 7 豪宅、房車檢方出示的證物，包括接送受刑人親友或指定
人的豪華房車和供「人道探視」套房的「一條龍」不二價服務。檢方透露，利
馬將收取的款項大部分占為己有，其名下擁有 7 處豪宅､海灘別墅､多輛豪華
房車和賽馬。
現年 44 歲的利馬在 1998 年殺害基切原住民教區大主教胡安荷西‧傑拉蒂，
被判 20 有期徒刑，本月服刑過半，有資格交保出獄。

(17). 他殺的是奸夫，然後入獄等死，結果受獄警欺壓，他殺獄警
開始逃亡279
據 2014-09-13 大陸網路媒體署名「小小樣」撰文流傳；他殺的是奸夫，然
後入獄等死，結果受獄警欺壓，他殺獄警開始逃亡，拿老百姓東西然後給留下
120 元錢，多仗義！知道自己要死了，然後去親戚家讓親戚舉報他得 15 萬，最
後親戚把錢給了他兒子！
據悉，大陸網路同情該死刑犯，認為從頭到尾他都是一個仗義的爺們，值
得贊！高玉倫（如圖 72.）是故意讓他親戚發現的，因為那十五萬元獎金即將被
他的親戚領走。就是這樣一名死刑逃犯，臨到最後依然還在想著他最疼愛的女
兒！他的親戚安全領取十五萬元之後堅定的會把這筆巨款轉交給他的兒女。
他，已經知道了自己的最終結局，只為那如山的父愛，即使在命運的最後
關頭依然運用睿智的頭腦為自己最最關愛的子女留下了人生最後一筆財富！

279

2014-09-13 小小樣；死刑逃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zMzA4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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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高玉倫受刑人因受不了獄警欺壓而殺害他脫逃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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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獄政管理趣聞篇
(1).人滿為患，比利時向荷蘭租監獄280
比利時監獄人滿為患，已向鄰國荷蘭租用監獄。又因為外籍犯多，安特衛
普市長更提議，比國有上千名摩洛哥籍受刑人，何不乾脆在摩洛哥蓋 1 所監獄？
比利時監獄在過去一年經常成為當地媒體報導焦點，原因是受刑人數量持
續增加，可能原因包括臨時拘留的處分太多及刑期越來越長。
據媒體 2014.03.23 報導；由於現有的 32 所監獄早已不敷使用，比利時政府
近年陸續規劃各種方案，紓解人滿為患的壓力。根據非政府組織國際監獄研究
中心（ICPS）調查，統計到 2013 年 1 月止，面積與台灣差不多大、人口約 1100
萬人的比利時，共有 1 萬 2126 名受刑人，也就是每 10 萬人約有 108 名受刑人。
比利時監獄分為封閉式、半開放式及開放式。封閉監獄配備所有該有的監
視及安全設備，包括圍牆、鐵欄、監視器等，受刑人大部分時間都待在牢裡。
在半開放監獄裡，受刑人白日可在監獄內或外的工作坊勞動，夜裡則必須
回到牢房。開放監獄是安全設施最寬鬆的一種，受刑人可在最少的限制條件下，
自願接受教育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比利時的外籍囚犯比例比其他歐洲國家明顯要高，達
44.2%，而在隔鄰的法國，這個數字大約在 30%。首都布魯塞爾監獄的情況最嚴
重，將近 6 成受刑人不是比利時人，比利時議員形容這種情況已經「失控」。
比利時的外籍受刑人，最多來自摩洛哥、阿爾及利亞、前南斯拉夫、羅馬
尼亞及法國，比利時政府得為每人每天花費 70 歐元（約新台幣 2926 元）
。受刑
人過多，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空間不足。比利時 32 所監獄總容納量約 9400
人，遠遠無法容納所有受刑人，只好自 2010 年起向鄰國荷蘭的堤堡（Tilburg）
監獄租用 3 年使用權，但也只能多容納 650 人。
比利時正規劃新建 7 所監獄，預計 2016 年可以完成，另外還整修現有監獄，
2015 年底前可把總容納量增加到 1 萬 800 人，仍然不夠。有議員建議引渡外籍
受刑人回母國服刑，安特衛普市長德威弗（Bart DeWever）更提議，比利時有上
千名摩洛哥籍受刑人，何不乾脆在摩洛哥蓋一所監獄？
此外，自 2011 年起，比利時法院傾向對非暴力性質的犯罪判處坐牢以外的
懲罰，尤以社區服務最普遍，也是減少獄中受刑人的方式之一。受刑人過多，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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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造成財政負擔，世界衛生組織（WHO）還指出可能引發傳染性疾病及心理
壓力問題。
世衛組織早在 1995 年就提出監獄健康計畫（HIPP），促進監獄設施符合健
康要求。全歐洲約有 200 萬名受刑人，入獄經常意謂他們會增加罹病風險，包
括舉例來說，擁擠的比利時監獄缺乏處理受刑人心理問題的服務，估計有 10%
的受刑人有心理問題，是比利時獄政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相較於比利時監獄的擁擠，荷蘭在獄政管理上算是歐洲國家裡的資優生。
「紐約時報」就曾報導，美國受刑人平均刑期為 3 年，90%的荷蘭受刑人平均刑
期卻在 12 個月以內，且出獄後不受工作及居住限制。
由於犯罪率下降，也為了撙節預算，荷蘭於 2013 年初宣布將在 5 年內關閉
26 所監獄。荷蘭司法部還於今年 1 月中提議新做法，要受刑人每天支付 16 歐元
的住房費，最多付兩年，因為執法成本、照顧被害人等費用，不該全由社會支
出，受刑人至少應負擔部分關押所需的經費。
荷蘭受刑人權益團體嗤之以鼻地說，受刑人兩年要付將近 1 萬 2000 歐元，
他們可能原本就沒錢，坐牢期間更是一無所有，「這樣是要他們一出獄就負債
嗎？」
歐洲國家對監獄的普遍觀念，是協助受刑人在獄中為未來重新融入社會做
準備，而非把囚禁作為一種懲罰。從這角度來看，就比較能理解荷蘭政府的提
案：監獄不只是隔離犯罪者及社會的牢籠，而是學習社會化、為自己負責任、
與他人和平共處的過渡場所，要求他們負擔部分經費，也不為過。

(2).關女監獄逾半年，菲律賓 1 囚犯竟是男子281
1 名華裔嫌犯被關進女子監獄超過半年，直到因病死亡後才被發現竟是男兒
身，監獄管理局高層已修改程序漏洞，避免類似事件再次發生。
菲國媒體今天（2014/03/07）報導，華裔嫌犯蔡妮可於 2013 年 6 月因非法
招聘及詐欺等罪名被捕，但法院方面僅憑「她」一面之詞，就將他認定為女性，
關進馬拉邦市女子監獄。
今年 2 月 4 日，蔡妮可因心臟病發猝死於監獄，醫院人員赫然發現「她」
竟然是「他」
。馬拉邦市監獄典獄長解譯說，蔡妮可外貌、衣著及舉止，看來都
像是個女性，而警方把她送監時，資料表上填的也是女性，即使是馬拉邦市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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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資料表，也是填女性。
院方人員坦承，他們當初並未詳細查驗這名嫌犯的性別。警方在事發後經
進一步調查，才發現蔡妮可的本名是蔡士朋（音譯）。
馬拉邦市監獄現已對全部受刑人進行體檢，重新確認他們的性別。

(3).挪威殺人魔嗆聲，獄方不給換 PS3 就絕食282
2011 年奪去 77 條人命的挪威殺人魔布列維克（Anders Breivik），被當地法
院判處 21 年有期徒刑，但近日在監獄服刑的他卻抗議監獄環境不符他的需，甚
至寫信給媒體嗆聲，如果獄方再不改善他的監獄環境，包含將他的 PS2 提升為
PS3，否則將絕食抗議。
根據美國《紐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2014 年 2 月 16 日報
導，曾於 2011 年犯下挪威爆炸和槍擊案奪走 77 條人命的血腥殺人魔布列維克，
曾於 2013 年服刑期間，寫信給挪威獄政單位抱怨自己的監獄環境很糟，讓他活
得「比畜生還不如」，希望獄方能夠盡快改善。
報導指出，布列維克的要求包含將他每周的零用錢提高一倍左右、將椅子
換成沙發或有扶手的椅子、開放電腦權限讓他能接觸成人電玩以及換一台新電
腦給他，還有把 PS2 升級到 PS3 等。
但獄方卻遲遲未回應，因此布列維克寄抗議信給《法新社》，強調若獄方
遲遲不改善將絕食抗議，讓外界知道他正受到「不人道的虐待」。此外，報導
指出，布列維克所待的高級監獄，包括個人起居室及健身房，還能用電腦、打
電動等。

(4).男女平等，英國女犯人可買刮鬍刀283
據媒體 2009/02/26 報導；英國女囚犯爭取男女平權，有了重大收穫。他們
也可以買刮鬍刀了。英國監獄都會發放購物目錄，讓受刑人選購。目錄裡面的
刮鬍刀卻寫著限男受刑人選購的註記。女受刑人覺得歧視女性，跟獄方陳情。
一名女受刑人說，有些女犯人很注意形象，絕不容許不該有毛的地方長毛，
因此要求購買刮鬍刀的權利。獄方從善如流，現在也讓女受刑人買刮鬍刀了。

(5).美國紐約囚犯，獄中活活熱死28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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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56 歲的囚犯遭到活活「烤死」）

紐約一名囚犯因為非法入侵遭到逮捕判刑，並送入監獄。不料今天卻被發
現，因為監獄內溫度過高熱死，調查人員形容有如遭到活活「烤死」
，引起譁然。
此間媒體今天（2014.03.20）揭露這項訊息指出，這名現年 56 歲的退休士
兵上個月因為天氣寒冷，闖入紐約哈林區一棟住宅頂樓躲避寒冬時，被警方以
非法入侵逮捕入獄。由於他罹患心理疾病，因此被送入專門照料可以安置精神
病患的里克斯島（Rikers Island）監獄。不料今天卻被發現他死在獄中，而當時
牢房內的溫度高達攝氏 38 度。
獄方透露，牢房內的空調故障，通風口也緊閉，加上這名囚犯有服用心理
疾病藥物病史，可能導致他更不耐熱，才會導致這起悲劇。調查人員形容，他
幾乎是「活活被烤死」。（如圖 73.）
由於獄方未能及時發現，顯示獄方人員可能有巡視疏失，獄方已經表示會
深入調查，釐清責任歸屬。不過真正的死亡因素還有待鑑定報告出爐，才能確
定。

(6).荷蘭擬讓囚犯繳住宿費，1 天約新台幣 6 百。285
免費吃牢飯，荷蘭擬取消！
荷蘭政府研擬草案，打算要求受刑人支付監獄住宿費，以及執法機關為了
調查其犯罪案件所付出的成本。若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每名受刑人將負擔每日
16 歐元（約 657 台幣）坐牢費，最高付 2 年。
據媒體 2014-1-15 報導；坐牢費 1 天 657 元可收 2 年；荷蘭司法部 13 日在
聲明中說，擬對監獄、精神病治療所的受刑人，以及少年觀護所拘留少年之父
母實施這套措施，最多負擔 2 年費用 1 萬 1680 歐元（近 50 萬台幣）
。司法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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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項草案也打算要求受刑人支付部分的犯罪調查費。總計這 2 項草案將為
財務捉襟見肘的荷蘭監獄系統 1 年帶來 6500 萬歐元（約 26 億 7000 萬台幣）。
司法部發言人艾克瑪說，副部長特文（Fred Teeven）認為「已定罪之受刑
人入獄服刑將得負擔他們的一部分監禁費用」，而非全由國家和社會負擔，「這
樣才公平」，也與其他很多要求受刑人分攤犯罪調查或監禁費用的國家做法一
致。司法部指出，每名受刑人每監禁 1 日要花政府約 250 歐元（約 1 萬台幣）
。
荷蘭總理呂特（Mark Rutte）的人民自由民主黨（VVD）在 2012 年贏得大
選後，與勞工黨（PvdA）達成聯合執政協議時同意這項提案。這項草案 13 日送
交國會，若順利獲得國會兩院批准，將於明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目前荷蘭監獄有約 1 萬 2100 名受刑人。去年政府才宣布，由於預算縮減，
將關閉至少 19 座監獄。荷蘭受刑人權益團體「違法者協會」（BWO）表示，這
項方案違反歐洲人權法規要求政府負擔受刑人監禁費用的規定，將讓沒錢、又
在服刑期間失去一切的受刑人，出獄時揹著一身債，
「這並非真的在提倡防範犯
罪。」

(7).美國囚犯人滿為患，民營監獄興起286
據媒體 2014-01-12 報導；美國路易斯安那州是全世界監獄收容率最高的地
區，為了消化過多的受刑人並減輕公共財政的負擔，州立監獄已經將部分受刑
人轉送民營監獄。但這項政策不但引發受刑人反彈，專家也有不同的意見。

(8).坐牢也有零用錢，比利時每月最高給 2 千287
比利時司法部長圖爾托本（AnnemieTurtelboom）前天（2013 年 12 月 27 日）
公佈比國獄政資料，其中對受刑人的財務補助頗引人注目。根據比利時法律，
如果（Saint-Gilles）監獄只有 5 歐元（約 206 元台幣）
，馬內夫（Marneffe）監
獄則是 5 歐元的電話費津貼，僅有福利最好監獄的 1/10。
《晚訊報》稱，比利時
目前有 1.2 萬受刑人，但監獄僅能容納 9500 人，囚滿為患的情況相當嚴重。

(9).挪威監獄擠爆，研擬輸囚犯去瑞典288
據媒體 2013 年 12 月 13 日報導；挪威監獄傳出人滿之患的問題，當局正在
研擬把囚犯輸出到瑞典服刑。根據挪威司法部的資料，目前約有 1200 名犯人，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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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地的監獄沒有「空位」
，要排隊等待服刑。挪威去信向瑞典政府請求，知
道瑞典的監獄有空位，所以希望研究「租用監獄」的方案。
由於近年瑞典增加採用非監禁的刑罰，例如電子腳鐐，以及社會服務令等，
使瑞典的囚犯人數大減，更在去年關閉了 4 座監獄。不過，挪威並非是首個租
用鄰國監獄的國家，比利時自 2010 年起，便把荷蘭整座監獄租了下來。

(10).囚犯人數下降，瑞典關閉 4 監獄289
在某些國家的監獄人滿為患、不知要如何安置他們的囚犯或是要加蓋監獄
時，瑞典監獄則反其道而行，在囚犯人數連續 2 年下降後，決定關閉 4 間監獄。
法國「世界報」（Le Monde）網站 2013 年 11 月 12 日報導，這個現象一部
分可用瑞典自由主義模式解釋，傾向於社會重返、防止再犯和對青少年犯罪減
輕量刑的政策。
關閉的 4 間監獄，其中 2 間可能會被出售，另外 2 間將暫時用於其他公共
服務。瑞典政府不排除，如果囚犯人數上升，監獄將重開。
監獄和緩刑服務主任歐柏格（Nils Oberg）宣布關閉監獄時表示，在新進囚
犯中，看到了 1 個不尋常的「數量下降」。
歐柏格表示，自 2004 年以來，每 1 年新進囚犯的人數都減少 1%、2011 年
和 2012 年間則減少了 6%，預計今年到 2014 年，人數還將繼續下降。
根據官方的數字，950 萬人口的瑞典在 2012 年有 4852 名犯人，是世界上最
低監禁率的國家之一，其最高峰是在 2004 年，有 5722 名犯人。
監獄人口的下降部分也可能是，瑞典最高法院在 2011 年通過法律，減輕對
青少年犯罪或與毒品、盜竊相關的處罰。
斯德哥爾摩大學犯罪學教授霍弗（Hanns vonHofer）證實，減少的囚犯中，
36%是有關偷竊、25%有關毒品、12%是暴力犯罪。
歐柏格則表示，瑞典將繼續努力，以確保改過自新的前囚犯有更好的未來，
其中包括獲得工作和住宅。他們的主張是，幾乎所有人都會回到社會裡，政府
希望感化犯人，要他們準備完全重新適應他們先前未能成功適應的社會。

(11).一點都不想逃！委內瑞拉監獄是「天堂」！犯人隨心所欲290
瞎咪！監獄竟然是「天堂」
，犯人都樂於待在獄中，甚至連逃獄的念頭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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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座被稱為罪犯「樂園」、「天堂」的監獄位於委內瑞拉瑪格麗特島，名為
「聖安東尼監獄（San Antonio prison）
」
。在這裡，犯人每天都可以隨心所欲地做
自己想做的事，唯一不能做的就是「逃獄」
，只要有任何企圖逃跑的行為，一旦
跨越這條紅線，都可能被監獄瞭望塔上的哨兵擊斃。
據媒體 2013 年 10 月 10 日報導；聖安東尼監獄不是典型的監獄，這裡不見
全副武裝的員警，也沒有嚴苛的獄規。犯人們可以自己做飯、上網、看電視、
做生意賺錢，甚至透過筆記型電腦或手機繼續經營圍牆外的不法生意，或是隨
心所欲地賭博、販毒。這裡十分人性化，允許家屬自由進出，因此常有妻子或
女友到牢房裡陪犯人看電視。
那單身的犯人是不是就很寂寞，只能看著別人恩恩愛愛？其實，並不會，
在 2009 年，監獄裡新建一棟可供 54 名女犯人居住的牢房，這自然就增進了獄
友們的感情交流，直接提供罪犯之間的自由戀愛機會。
不只是這樣，犯人們的孩子還將監獄當作遊樂場，裡面還有 4 個泳池可供
孩子們玩耍嬉戲。每逢週末時間，這裡還會開放俱樂部給獄外人士消遣娛樂。
另外，更為奇特的是，監獄裡還陳列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儘管委內瑞拉犯人對
此緘口不提，但很多關在此的外國罪犯還是表達了他們對這一現象的驚奇。
這座監獄真的是不同尋常，難怪這裡的犯人一點都不想出去，所以有些改
邪歸正的人，就在裡面開理髮店，或替人 PS 照片做做小生意，當然，也有人還
是靠交易毒品、組織鬥雞俱樂部等方式賺錢。
聖安東尼監獄儼然是一個地下社會，當然就有一位強而有力的領導者，這
位領導者名叫 Teofilo Rodrigues，綽號叫「兔子（El Conejo）」
，在這裡，他不僅
訂下嚴格的監獄規則與懲罰，也保證每個犯人的安全，使得聖安東尼監獄比別
的監獄還要安全。一名來自英國的罪犯 Paul Makin 說，
「聖安東尼監獄對犯人來
說簡直是天堂，這裡是世界上最好的監獄。」

(12).另類吃牢飯，比利時青年，爭獄警缺291
鄰國荷蘭陸續關閉監獄，比利時監獄卻不敷使用，獄警也短缺。為求工作穩
定，去年想當獄 警的比國青年比前年暴增 50%。北歐瑞典因受刑人逐漸減少，
正打算陸續關閉幾間監獄。瑞典 950 萬人口中，有 4852 名受刑人，是全球最低
監禁率的國家之一。
但受刑人減少，不代表瑞典犯罪率下降，而是政策傾向加強協助罪犯重返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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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預防犯罪。荷蘭也早在 2009 年就因犯罪率下降、牢房空蕩，宣布要關閉
數所監獄，今年 3 月更重申這項政策，預計未來 5 年關閉 26 所、減少 1200 個
監獄工作機會，這與預算吃緊也有關。
相反地，比利時監獄人滿為患，除了新建監獄外，安特衛普市長德威弗（Bart
De Wever）還曾提議，既然比利時有 1200 多名摩洛哥籍受刑人，理應在摩洛哥
也建造一所監獄。
受刑人多，意味需要更多獄卒。
「晚訊報」（LeSoir）2013 年 11 月 22 日報
導，越來越多比利時年輕人對這份工作有興趣，去年比利時行政遴選局（Selor）
收到 3 萬 6356 份針對獄 警一職的申請書，比起 2011 年的 2 萬 4100 份暴增 50%。
求職者中，44%是不到 30 歲的年輕人，7 成是男性。
在比利時，新進獄 警的年薪約 2 萬 4000 歐元（約新台幣 96 萬元）
，外加
每月 25 歐元的「不適」津貼，晚班及大夜班薪資以 150%計算，週日及國定假
日則以 200%計算。
雖然工作穩定，但獄 警要面對的環境並不簡單，包括越獄、肢體及口語暴
力等問題。求職者眾，顯示比利時年輕人不怕在充滿敵意的環境工作，但比國
獄 警仍然短缺，因為許多求職者不夠瞭解獄警 工作的本質，也就不符要求。
負責聘雇及溝通的行政遴選局官員畢里耶（Stefanie Billiet）說，
「我們要找
的獄警不是大男人主義者也不是暴君，而是能夠同時展現威信及同理心的人」，
但許多人只想得到公務員身分。
她說，這種心態會造成危機，因為「當他們當上獄 警時，才恍然大悟地發
現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環境」。

(13).不想被告，英格蘭推監獄禁菸292
英格蘭與威爾斯將在明年春天開始實施監獄全面禁菸，以免監獄管理員因
二手菸菸害要求賠償。
英國媒體 2013.09.20 報導，方案將先在英格蘭西南部的監獄選擇試點，然
後在 12 個月內普及所有監獄。目前獄囚可以在其囚室內抽菸，但新案禁止囚室
抽菸，並且將禁令擴及包括操場在內的監獄所有區域。
英格蘭和威爾斯目前有 8 萬 4000 名獄囚，其中 80%是菸槍，他們將獲得尼
古丁貼片來解癮，以減輕或消除戒菸症候群，包括暴力傾向。監獄高層都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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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無菸政策的通知，通知裡說，新政的目的是「為工作人員和受刑人提供無
菸的環境」。
英格蘭在 2007 年通過衛生法，禁止所有密閉公共空間抽菸，但該法將許多
場所列為例外，包括飯店的特定客房與監獄，英格蘭監獄官員表示，監獄難以
禁菸，因為有個法律漏洞讓獄囚將他們的囚室詮釋為他們的「私人住家」。
根據「歐洲人權公約」
，私人生活有受尊重的權利，以防止個人遭受國家機
構侵犯，個人在其私人領域內有權選擇如何處理他們的個人事務、如何過他們
的個人生活。
全球禁菸的國家也大多把重點置於公共空間，美國愈來愈多州把原本被視
為私人空間的汽車列為禁菸區（如果車內有小孩）
，但禁菸法律的手極少伸入私
人住家，即使伸入，也有很多但書。
但英格蘭「監獄官員協會」
（POA）在 2007 年衛生法通過後開始致力英國
監獄全面禁葯，以防止監獄人員和不抽菸的受刑人「被迫吸有害的二手菸」。
泰晤士報：英國計劃監獄禁菸293；英國泰晤士報（Times）2013 年 9 月 20
日報導，由於擔心員工將提出吸二手菸的賠償要求，倫敦當局計劃對英格蘭和
威爾斯的所有監獄禁菸。
2013 年 9 月 20 日媒體報導指出；一項針對英格蘭西南部監獄禁止所有菸草
產品的試驗性計畫，將在明年初著手進行，而全面性禁令則預定在 12 個月內提
出。報導中說，當局是透過信件向獄方高層傳達這項訊息，表示已決定在監獄
採行無菸政策，以便為監獄員工及囚犯提供一個無菸的環境。
由於憂心戒菸的痛苦可能引發部份囚犯暴力，當局計劃對犯人提供尼古丁
貼片。一名獄方消息人士告訴泰晤士報，他可不確定這是施行監獄禁菸的好時
機，獄中的每件事都極度緊繃。

(14).英國監獄私下提供保險套，確保「安全」294
監獄被關押在同間囚室的受刑人，必定是同性，不會有男女共囚一室的。而
世界各國的獄政管理都面臨類似的問題，就是受刑人無法解決的生理需求，往
往導致獄中同性受刑人間「不能說的秘密」
，除了暴力問題外，更可能造成性病，
甚至愛滋病的不當傳播。
英國 2013 年 8 月，一項針對監獄的調查卻顯示，英國大多數的監獄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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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主動提供保險套給受刑人，讓他們在與室友發生關係時，至少能維持「安
全性行為」，有些監獄甚至會特別安排衛教課程，告訴受刑人們「該怎麼做」。
監獄管理者對於分發保險套的作法大多知情，也都睜隻眼閉隻眼，畢竟阻止不
必要的疾病在受刑人間流傳、有效保護弱勢者，才是最重要的。
杜絕性病，英國聯盟籲監所提供保險套 295 ；英國哈沃德刑法改革聯盟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提出的監獄考察報告指出，英格蘭與威爾斯
的監所必須提倡安全性行為，只是一昧壓制性行為的發生，反而不利於受刑人
的健康。
據媒體 2013 年 9 月 10 日報導；哈沃德刑法改革聯盟表示，男監的性病高
風險族群比例偏高。執行長克魯克（Frances Crook）表示，出於公衛的考量，應
該要腳踏實地來解決這項問題。
哈沃德刑法改革聯盟的獄中性行為委員會（Commission on Sex in Prison）由
專家學者組成，針對獄中男性的合意性行為進行考察，發現大多數的監獄，都
無法提供安全的性行為防護。
曾有愛滋感染者的受刑人，向獄方要求獲得保險套卻遭到拒絕。但有更多
的受刑人，則是不想讓獄方知道他們想從事性行為；就算開口，也未必有把握
能拿到保險套。
英國性愛健康慈善機構「泰倫斯希金斯信託」
（Terrence Higgins Trust）表示，
監所不應該忽視受刑人對於保險套的需求。
英國沒有明文規定受刑人不能發生性行為，但如果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
做愛，一旦發現就會被懲處。
哈沃德刑法改革聯盟表示，獄中的男性間性行為無疑是存在的，但沒有明
確證據可以指出，性行為的發生究竟是合意還是單方強迫，從事性行為的男性
是異性戀或同性戀也不得而知。
英國內政部曾於 1994 年至 1995 年針對隨機選出的 1,009 名男性受刑人進行
研究，發現有 1.6％至 3.4％的獄犯表示自己在獄中曾經跟其他男性發生性行為，
其中大多都未使用保險套。
哈沃德刑法改革聯盟的委員會主席雪菲爾表示，受刑人是性病的高風險族
群，監獄應該確切保護弱勢的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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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昔日美國監獄翻修，變身飯店待客296
這棟俯視查爾斯河的巨大花崗石建築，一百多年來住的都是波士頓市最惡
名昭彰的罪犯，但是它很快就會為闊佬觀光客提供豪華住宿。以廢棄拘留所和
監獄翻修而成的飯店越來越多，這棟舊稱「查爾斯街監獄」的建築改建成的「自
由飯店」，是其中最大的一家。自由飯店坐落在古意盎然的畢肯山丘高級住宅
區，預定今夏開張營業。
據媒體 2007/05/26 報導；耗資 1.1 億美元的改造計畫，包括在 1851 年啟用
的前監獄旁加蓋一棟 16 層新大樓，以及拆掉 1940 年左右即用來隔絕監獄與住
宅區的一道牆。飯店將有 298 個房間，20 間設在舊監獄建築內。
飯店開發商卡本特公司總裁兼執行長理查‧Ｌ‧佛里曼說：「大家都說，
這會是波士頓最有號召力的飯店。」
佛里曼說，截至目前，自由飯店的最大挑戰，是監獄建築本身為國家歷史
古蹟，重新開發受到諸多限制。佛里曼說：「我們想維持監獄的歷史形象。客
人會知道這是監獄。有些窗子會有鐵窗。監獄分區的老隔間也會顯露出來。」
監所改建的飯店日漸風行。至少三家供應床和早餐的小旅館是在美國小鎮
以前的監獄內營業，其中在明尼蘇達州普里斯頓的一家，是以 1869 年左右建成
的優雅義大利風格郡立監獄改建。全球各地有無數以監所改建的廉價旅館和青
年旅舍，包括加拿大、瑞士、斯洛維尼亞、南非、澳洲等國。
開發商把 1918 年左右建造的土耳其前蘇丹阿梅監獄改建成 65 個房間的伊
斯坦堡四季飯店，並在 1996 年開張，但厚重的混凝土牆使開發商吃足苦頭。四
季飯店區域副總裁兼伊斯坦堡四季飯店總經理馬可斯‧貝基特說，飯店費盡心
思使顧客手機不斷訊。
1978 年電影《午夜快車》描述的蘇丹阿梅監獄（片子並非在監獄實地拍攝），
是第一批改建為豪華飯店的刑罰設施之一。據貝基特說，房價每晚 390 到 3,500
美元的「伊斯坦堡四季飯店」揭幕時，起初本想儘可能不去強調它的歷史。
他說，「我們本來一直隱瞞飯店原來是監獄的事實」，直到東家發現，顧
客上門主要是受飯店的歷史吸引。他說：「現在，我們老把這個全球最美麗的
監獄掛在嘴上。」
監獄的外型將英國馬梅松連鎖飯店吸引到英格蘭牛津郡的「女王陛下牛津
監獄」。這所監獄於 1996 年左右關閉，2005 年 12 月以 97 個房間的「牛津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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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飯店」新面貌揭幕。
馬梅松總裁兼執行長羅伯‧Ｂ‧庫克說：「我很欣慰，在我們的經營下，
住房率和當年是監獄時不相上下。」這就是說，飯店常在 6 周前即訂房一空。
改建飯店的成本約 4,250 萬美元。但是庫克說，以「這回，我們不收囚犯」為宣
傳口號的飯店值得這個錢。庫克說：「再有監獄出現我面前，我還是會花錢改
建。」
波士頓自由飯店的開發商則說，他們懷疑自己是否可能再改建監獄。
佛里曼說：「我不會再做這種事。這是很有意思，但就算在高速公路立體
交流道蓋飯店都比這個容易得多。」

(16).幫囚犯戒毒侵犯人權，英國監獄判賠 20 萬297！
據媒體 2008/12/05 報導；英國法院裁定，漢普郡的溫徹斯特監獄強制三名
受刑人戒斷毒癮，不給予海洛因或其他替代藥物，侵犯受刑人的人權，判賠每
人三千八百英鎊（約台幣廿萬元）。
這三名受刑人總共獲賠一萬一千四百英鎊。過去一年來，該監獄先後遭七
名受刑人提告，總共已賠償五萬英鎊。其中一名囚犯獲賠一萬四千二百五十英
鎊，原因是遭其他囚犯毆打，另外也有人因「運動傷害」獲賠九千英鎊。
英國司法部的資料顯示，他們總共已支付六萬英鎊給漢普郡和懷特島郡五
所監獄的十四名受刑人。
對此，英國納稅者聯盟（The TaxPayers＇Alliance）大表不滿，抨擊英國監
獄的賠償文化已淪為這些罪犯的免費提款機。發言人華勒斯說：
「守法納稅人必
須支付賠償金，只因這些有毒癮的囚犯，不允許在監獄內繼續吸毒？這實在令
人作嘔。」

(17).英國囚犯越獄摔傷，告牢方傷害賠償298
英國一名囚犯企圖越獄時摔傷，他以「未能得到恰當醫療護理」為由狀告
監獄，要求傷害賠償。
新華網引述英國媒體 2008/12/05 報導，現年三十一歲的布魯克斯因搶劫被
關押在南威爾斯郡一家監獄。他曾經企圖越獄逃跑，結果從大約九米高的房頂
跳下時摔斷雙腳。
越獄不成，布魯克斯被送往醫院接受救治，雙腳根部植入鋼板後繼續回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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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到刑滿獲釋。
但是，這個賊性難改的男子再次因搶劫被判入獄四年，並且先後在牛津郡、
懷特島郡以及薩裏郡 3 處監獄服刑。布魯克斯說，由於不斷更換監獄，他一直
排在等待接受醫療護理的名單末尾，忍受二十個月的疼痛後才有機會取出腳部
的一塊鋼板。 因此囚犯布魯克斯決定狀告監獄，請求傷害賠償。
一名英國議員批評這件事說，「讓試圖越獄的囚犯向獄方提出這樣的要求，
真是荒謬」。

(18).過太爽！？ 脫衣舞孃到西班牙監獄表演299
據媒體 2009/01/16 報導；西班牙一所監獄，日前竟然允許一名脫衣舞孃進
入監獄，為男犯人表演，而且還做出猥褻行為。
這件事發生在西班牙東部瓦倫西亞一所監獄，一名脫衣舞孃進去表演，她
不但脫掉衣服，還做出猥褻動作，當時在場的好幾名女管理員覺得噁心，主動
走開。報導沒有說明，這個監獄是否是也有女犯人，只說這名脫衣舞孃為男犯
人表演。
此事後來傳出，西班牙司法單位已經展開調查。

(19).這個也能賺，阿諾賣美國加州監獄籌錢300
美國加州政府財政拮据，州長阿諾．史瓦辛格提議出售多項州政府物業以
套現，其中包括遠近馳名的聖昆汀州立監獄（San Quentin State Prison）
，監獄佔
地四三二英畝（一七二．八公頃）
，光是出售地皮，就能賣得廿億美元。這項提
議已在地方各界引起熱烈反應。
據媒體 2009/06/05 報導；聖昆汀監獄建於一八五二年，位在舊金山灣區北
部馬林郡（Marin）一個與世隔絕的半島上。然而經過了一百五十七年，馬林郡
已發展成為加州最高檔住宅區之一，林蔭繁茂，還可眺望舊金山灣，距金門大
橋僅十分鐘車程。而在一片美景中，卻座落著一座收容死囚且警戒森嚴的監獄，
不僅年久失修，內部又過度擁擠，與周遭環境顯得格格不入。
擴建牢房，趕不上死囚增加速度；多年來，加州地方就一直有主張出售聖
昆汀監獄地皮，另覓地點興建新死囚監獄的聲音。但到頭來卻無疾而終。原因
之一是加州獄警工會持反對態度。獄警不願因監獄搬遷而跟著搬家，結果州政
府只好持續維持聖昆汀監獄運作，甚至還不斷往裡填錢。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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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政府最近才剛花了上億美元，為聖昆汀監獄採購新醫療設備，開始擴
建死囚牢房，並新蓋一間處決死囚的毒劑注射室，以取代遭聯邦法官批判的老
舊狹窄毒氣室。但由於預算短缺，擴建死囚牢房的速度緩不濟急，根本趕不上
死囚人數增加速度。聖昆汀監獄收容近五千三百名受刑人，其中死囚六百多人。
《洛杉磯時報》評論指出，儘管出售該獄並興建新死囚監獄需耗時多年，
對於解救加州政府預算赤字燃眉之急並無立即助益，但阿諾打算變賣聖昆汀監
獄的建議是正確的。
光是出售地皮，就能賣廿億美元；據加州參議員鄧罕姆（Jeff Denham）指
出，聖昆汀監獄佔地四百卅二英畝（一百七十二．八公頃）
，光是出售地皮，就
能賣得廿億美元。他提議將聖昆汀死囚遷入其他監獄關禁，而加州議會的分析
辦公室也表示，這可能比州政府擬整修並擴建聖昆汀死囚牢房所需的三億五千
六百萬美元成本要低。
不過，鄧罕姆相關提案目前還卡在加州參院公共安全委員會，因為委員會
擔心，若將聖昆汀死囚遷入其他監獄，只會讓其他監獄過度擁擠的問題變本加
厲。

(20).荷蘭一犯人又高又壯，控告監獄牢房太小301
荷蘭一名監獄犯人又高又壯，他向法院控告監獄牢房太小。
據媒體 2011/01/29 報導；這名高 207 公分、重 220 多公斤的犯人抗議說，
他在牢房內無法好好睡覺，也無法使用馬桶。
這名叫「馬克迪」的犯人因為詐欺，被判刑兩年，他要求庭上准許他居家
監禁，完成剩下的刑期。
獄方表示，他已經為「馬克迪」加裝了一片長 215 公分的床板及墊被。但
是「馬克迪」透過律師表示，他遭到的待遇已經違反了歐洲人權公約。
「馬克迪」
說，加長的床板有些幫助，但是他晚上仍然無法好好睡覺，因為床板細長，他
隨時擔心半夜會從床上跌落到地上。而且馬桶也太低太小，完全不適用。
「馬克迪」從去年九月開始服刑，法院表示，將在下個月初對這起案子宣
布裁決。

(21).北韓堪稱「監獄共和國」，設 480 處監禁地如煉獄302
根據人權團體透露，北韓至少有 480 多個收容政治犯的監獄和強制監禁設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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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權狀況慘不忍睹。
「北韓人權紀錄保存所」表示：北韓擁有無數監禁設施，堪稱為「監獄共
和國」
。一名逃離北韓的難民透露：就連飼養家畜的圈舍，也被用來當作監獄關
押犯人。曾經飼養猪隻的圈舍裏也砌起圍牆，把它當成「教化所」
。一座只能容
納三十人的房屋，則關押了一百多人。
一些難民在北韓「國家安全保衛部」受審時，還經常遭到嚴刑拷打。
北韓「脫北者」：勞改監獄如煉獄303
「我們之中有人被切斷手指，有母親被迫殺死自己的嬰兒，有人因為一點
糧食被打死。醃青蛙、活老鼠、生羊蹄，我們什麼都吃。」聯合國專司調查北
韓人權的小組廿日在南韓首爾舉行聽證會，多位出席的北韓「脫北者」做出上
述慘痛的控訴。
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今年三月成立三人調查小組，為期一年，負責調查北韓
當局如何「制度性、普遍性及嚴重違反人權」
，甚至包括是否涉及刑事犯罪等。
廿日起小組在首爾延世大學舉行五天的聽證會。本月底還將在日本召開類似的
聽證會。這是聯合國首度檢討北韓的人權紀錄；北韓則不承認此一小組。
著名的「脫北者」申東赫在聽證會上表示，在北韓勞改監獄內，公開處決
與嚴刑拷打受刑人根本是家常便飯。他本人便曾因為搬運機具不當，而被切斷
手指。他表示，
「這已是萬幸。我原本認為整隻手會被砍掉。」卅一歲的申東赫
出生在北韓第十四號監獄內，他的母親與哥哥為了讓他能活下來而遭獄方處決。
卅四歲的「脫北者」紀賢亞（音譯）在聽證會上表示，從她一九九九年遭
監禁的第一天起，便經常吃醃青蛙肉。她說，
「剝掉皮的醃青蛙裝在一個塑膠袋
裡，吊在囚犯的衣服扣子上。大家都吃。」
她還看到一位監中的母親殺死自己的嬰兒。她說，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嬰兒
出生。但母親在獄卒不斷毆打下，不得不把孩子的臉埋入水中。不久嬰兒的哭
聲停止，氣泡從水中升起…」
據獨立人士估計，北韓勞改監獄內共關了十五萬到廿萬人，許多受刑人都
營養不良，或勞動到死。
「自由朝鮮古拉格」等多個「脫北者」團體也向調查小組提出聯名信，希
望這次調查能把「金正恩及其同黨」送交國際刑事法庭審訊。
調查小組此舉象徵國際社會對北韓金正恩政權的人權紀錄展開最直接的挑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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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也讓多位「脫北者」終於有機會公開控訴北韓當局罔顧人權。調查小組成
員柯比表示，小組將「設法認定是否曾發生迫害人權的犯罪行為，及該由誰負
責」；但他也指出，「目前不可能設想在追究責任方面能有多少作為。」
南韓各界也顯然並不重視此一問題。在聽證會上只有十幾人出席，包括記
者。
「脫北者」在南韓多從事低賤的工作；南韓人對他們不是敬而遠之，就是漠
視他們的存在。

(22).薩爾瓦多監獄囚人犯，當牲畜塞鐵籠304
中美洲薩爾瓦多首都聖薩爾瓦多的兩大敵對街頭幫派──皆源自 1980 年代
美國洛杉磯的「野蠻薩爾瓦多人」（Mara Salvatrucha，MS-13）與「18 街黑幫」
（Barrio 18, M18）的成員，有不少人入獄後長期被硬塞在宛如獸籠的狹小牢房，
還有些人已在這種髒臭的環境被關上超過一年。
據媒體 2013 年 8 月 31 日報導；5 坪大面積，擠逾 30 人；這些黑幫人犯被
獄方以不人道方式囚禁的慘況原本無人知悉，直到專門報導國際藝術、文化與
新聞的 VICE 雜誌記者克拉克從一名薩國警官處得知並要求親赴現場採訪後，才
得以對外曝光。
根據克拉克的描述，這 3 個看似獸籠、原僅供 72 小時暫時收容用的鐵籠，
每一個的面積不到 5.5 坪，但卻塞了超過 30 名幫派成員；人犯們除了被當牲畜
般囚禁在狹小鐵籠，也經常飽受疾病之苦，並吃不飽；他們還得自行把衣服扯
開縫成吊床。

(23).美國紐約囚犯，每人每年耗 17 萬美元305

（圖 7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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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囚犯，每人每年耗 17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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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市獨立預算辦公室（IBO）發布報告指出，紐約市受刑人平均每人每年
花費市政府近 16 萬 8000 美元。
據媒體 2013 年 8 月 24 日報導；報告指出，去年紐約市平均每天囚禁 1 萬
2287 人，其中超過 75%是候審人。監獄囚犯中，非洲裔占 57%、西語裔 33%、
白人僅占 7%。其中又以男性居多，占 93%。
（如圖 74.）報告作者考量監獄運營
成本、監獄體系內員工薪資與福利，以及償還監獄建造與維修等債務費用後，
算出紐約市去年花在每名囚犯身上的金額近 16 萬 8000 美元。 發布報告的同
時，紐約市剛好一反全國趨勢，入監人數急切下降。

(24).沒錢關犯人，緩解監獄擁擠，美國將放寬毒品判刑306

（圖 75.

美國官方數據顯示，全國監獄裏的囚犯約 47%是涉毒案犯。）

據媒體 2013.08.13 報導；司法部的刑事司法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司法部
長霍爾德 12 日宣布，聯邦檢察官可迴避嚴判毒品犯罪的聯邦法律，減輕對毒品
犯罪的量刑，對量少、沒有暴力、與主要毒品組織和毒梟沒有關係的毒品犯罪，
可不再按照最低量刑的規定提出起訴，以緩解聯邦監獄的擁擠。
霍爾德在美國律師協會年會發表演講說，司法體系的新政策是司法部採取
的許多措施之一，以限制監獄系統使用的納稅人資金不斷飆升，並有助於糾正
司法體系的不公。（如圖 75.）
霍爾德說，規定毒品犯罪的最低判刑，是違反生產力，美國應繼續嚴格執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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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要精明處理犯罪問題。他說，美國人口 1980 年以來增多三分之一，但監
獄囚犯劇增 800%，美國人口只占全球 5%，囚犯人數卻近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霍爾德說：
「許多美國人陷入貧窮、犯罪和入監的惡性循環，太多的社區被
削弱。刑事司法體系的許多方面也加重了這一問題解。」他說，聯邦監獄關押
的 21 萬 9000 名囚犯中，近半數是毒品犯罪。2010 年，地方、各州和聯邦監獄
的囚犯用掉 800 億元政府資金，現在到了改革的時候。
霍爾德說：
「我們應重新思考對毒品犯罪的最低量刑標準，部分法律規定不
能靈活判刑，導致檢察官、法官和陪審團的思維縝密降低，也是對司法體系的
不尊重。司法體系存在的歧視，就是對公眾的安全不負責任。」
國會 1986 和 1988 年的刑法規定了毒品犯罪的最低量刑，霍爾德說，希望
國會通過新刑法，與此同時，司法部將修改司法系統的起訴政策。
為緩解監獄人口的壓力，司法部將提前釋放沒有暴力犯罪、大部分刑期已
服完的老年毒品囚犯。
緩解監獄擁擠，美擬放寬毒品刑責307；美國刑事司法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
司法部長霍爾德十二日宣布，聯邦檢察官可迴避重判毒品犯罪的聯邦法律，減
輕量刑，對於無暴力、與主要毒品組織和毒梟無關的毒品輕罪，可不按最低量
刑的規定提出起訴，以緩解聯邦監獄的擁擠。
霍爾德十二日在舊金山舉行的美國律師協會年會發表演講指出，這項立即
生效的司法部新措施將控制不斷飆升的監獄費用，並有助於矯正司法體系的不
公。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此一新政策為美國 1970 年代以來的從嚴治罪時
代畫下句點，政策出爐前已獲民主及共和兩黨部分國會議員的支持及推動。
霍爾德說，毒品犯罪最低刑期的規定，在執法效率上並不佳，美國應繼續
嚴格執法，但要精明處理犯罪問題。他說，美國人口從 1980 年以來增加了三分
之一，但監獄囚犯劇增八倍，美國人口只占全球百分之五，囚犯人數卻近全世
界的四分之一。
紐約時報報導，這些新增的囚犯多為非洲裔或西語裔美國人，犯的多半是
毒品罪；而黑人入監的可能性比白人多了六倍。
霍爾德說：
「許多美國人陷入貧窮、犯罪和坐牢的惡性循環，太多社區因此
一蹶不振。刑事司法體系的許多方面也加重了此一問題。」他說，聯邦監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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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的近廿二萬名囚犯中，近半數是犯了毒品罪，單單 2010 年一年，美國囚犯就
用掉政府資金八百億美元（約台幣兩兆四千億元）。
霍爾德還說：
「我們應重新思考對毒品犯罪的最低量刑，部分法律規定不能
靈活判刑，導致檢察官、法官和陪審團的思維不夠縝密，也是對司法體系的不
尊重。司法體系存在的歧視，就是對公眾的安全不負責任。」
為緩解監獄人口壓力，司法部將提前釋放無暴力犯罪及大部分刑期已服完
的老年毒品犯。

(25).巴西監獄受刑人幫忙織毛線，抵刑期308
據媒體 2013 年 08 月 06 日報導；巴西針織服飾品牌 Doiselles 的設計師奎瑪
拉絲（左圖箭頭處）
，有感於好針織工人難尋，從 2009 年發起「荷花計劃」
，和
專關搶劫殺人等重刑犯的監獄合作，讓受刑人幫忙織毛線（右圖）
，成品銷美法
等國。
受刑人工作 3 天可折 1 天刑期，不僅因此習得一技之長，工資還可作為出
獄後的創業基金，展開新生活。

(26).美國監獄人滿為患，加州提早釋放逾萬囚犯309
美國 3 名聯邦法官日前下令，加州政府在今年年底前，提早釋放 33 個成人
監獄超過一萬名囚犯，以解決監獄過度擠迫問題。州長布朗（Jerry Brown）不
服判決上訴，要求暫緩執行，但被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布朗及執法人員警告，
最高法院的決定，將會嚴重危害公眾安全。
據媒體 2013 年 08 月 03 日報導；加州監獄一向人滿為患，需要三名囚犯共
用一間單人囚室，受刑人健康得不到妥善照顧。法庭委任專家指出，當地去年
每十萬名囚犯中，就有 24 人自殺，高於全國平均 16 人的水平。最高法院認為，
囚犯承受殘忍而不尋常的懲罰，違反美國《憲法》
，裁定加州政府必須遵從提早
釋放囚犯的命令。
州長布朗表示，已花費 20 億美元（約台幣 600 億元）興建或擴建新獄政設
施，改善囚犯的醫療，或將囚犯轉移到其他郡的監獄，紓緩擠迫情況。代表布
朗的律師警告，釋放一萬個囚犯，會加重執法人員的工作量，亦難以保證市民
的人身安全。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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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付台幣 4700 元，美國加州監獄牢房可升等310
美國加州費利蒙的監獄，為了增加收入，推出高級的自費牢房，提供給願
意用現金補償社會、罪行較輕的囚犯申請，一天收費 155 美金，相當於台幣 4700
元，就可以從一般牢房，升等到三星級飯店等級的牢房，讓美國民權自由聯盟
痛批，根本是為有錢人逃避刑罰而安排的計畫。
打開門，映入眼簾的是乾淨的小房間，床上鋪著一張床墊，長度是一般人
的身高，有衛浴設備也有電視，但這裡不是飯店，而是監獄。CNN 記者：
「這裡
還不差，但也不算好。」
據媒體 2013 年 7 月 27 日報導；美國加州費利蒙的監獄，提供高級的自費
牢房，給罪行較輕、願意用現金補償社會的囚犯申請，只要犯人同意每天支付
台幣 4700 元，相當於美國三星級飯店的價格，就可以把一般監獄升等。
費利蒙警察馬克戴文：
「嗯！你有有線電視可以看，但沒有餅乾讓你坐在床
上吃。」裡頭不僅有遊戲桌，還有高畫質的電視，不過設備當然不豪華，只是
比一般牢房要清潔、安靜許多。費利蒙警察馬克戴文：
「你付錢後真正得到的，
只是小型且安靜的房間。」
實施自費牢房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已經在加州其他
城市行之有年，但是蹲苦牢卻還可以享受這種待遇，也讓反對者痛批，這根本
是為有錢人提供避免刑罰的特權。

(28).寰宇蒐奇／想吃牢飯不用蹲牢～日本監獄餐廳提供監獄食物311
在日本，你不必進入監獄便可品嘗到監獄的食物。位北海道網走市的監獄
自助餐廳專門提供日本監獄的食物。據『odditycentral』網站介紹，對很想知道
監獄的食物會是什麼樣的人來說，幸運的是，在某個地方可以品嘗到監獄的食
物並且不用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在網走市的監獄博物館有一家監獄自助餐廳，
為食客提供的食物是網走市監獄犯人每天的午餐。你可以想象一下，這的食物
很便宜，同時也有人說相當美味。
據人民網 2013 年 7 月 20 日報導，據一名到過監獄自助餐廳的記者稱，功
能表上的食物囊括了從魚類到膳食纖維，再到每天必須吸收的鹽和碳水化合物
所有的東西。此外，餐廳將監獄粗糙的茶水替代成了鮮美的味噌湯，但食物都
是一樣的。下面讓我們看看日本記者在他的監獄餐廳旅行中都嘗試過哪些食物。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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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ws.com 2013 年 7 月 20 日今日新聞網綜合報導
294

A 套餐——800 日元（8 美元）
---大麥炒米飯-炸魚（秋刀魚）-日本白籮卜片-『春雨』麵條沙拉-味噌湯
B 套餐——700 日元（7 美元）
---大麥炒米飯-炸魚（多線魚）-日本蔬菜-山藥-味噌湯

(29).痴男夜夜闖英國女監「愛」得過火被逮312
愛情的力量真偉大！一名被愛情沖昏頭的男子，為了與入獄服刑的女友燕
好，日日闖入監獄，但因兩人的淫聲浪語擾亂其他女受刑人的清夢，而遭投訴
被捕，目前他面臨在鐵窗下暗夜獨憔悴的命運。
英國每日郵報 2010/02/21 日報導，33 歲的艾柏哈特必須翻過 3 公尺高的圍
牆、躲過監視攝影機，然後利用湯匙變造的萬能鑰匙，才能闖進德國畢勒費德
英國軍事駐防地的監獄。近一個月來，專門監禁小竊盜、詐欺與毒犯的 C7 拘留
所女囚，每晚被第 13 號房傳來的曖昧呻吟聲擾得難以入眠，由於情況「越演越
烈」，部分女囚只好打破沉默，告訴警衛這對鴛鴦的行徑。
典獄長桑克指出︰「有些女受刑人覺得她們的睡眠受到干擾，有些則擔心
該男子可能也會找上她們，顯然這對情侶做得太激情了。」一名女囚對德國媒
體說︰「聲音聽起來就像是令人不悅的色情電影，盡是哼唉聲、呻吟聲與情話
綿綿，對於無人可擁抱入懷的我們來說，實在難以消受。」
獄方人員加裝了一部監視攝影機，結果就在他與女友正賣力演出活春宮之
際，一群警衛與一頭警犬抵達。而當他被押解進入警車時，他高喊︰「我愛她，
我們已經訂婚了！」畢勒費德的檢察官表示，艾柏哈特的擅闖罪訂於下月開庭，
他可能被判刑入獄。德國媒體已封他為「監牢裡的羅密歐」妙的是，也涉嫌行
搶加油站的艾柏哈特上週提出允許肢體親密互動的配偶探監申請，卻被打了回
票，理由是那位與他越做越愛的她入獄時填寫的伴侶，是另一個男子的名字。

(30).獄警比犯人還多，荷蘭監獄面臨倒閉裁員潮31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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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荷蘭監獄向受刑人索取住宿費）

荷蘭政府在 1 月時為了降低監獄帶來的財務負擔，向受刑人索取住宿費，
每位受刑人要支付 16 歐元（約台幣 656 元）的費用。不過，根據荷蘭司法部最
近發布的數據，該國現在面臨監獄犯人太少的情形，因為監獄看守和相關人員
數量已多於囚犯的人數。
根據《CBC News》2014 年 4 月 14 日報導，荷蘭司法部在 11 日時發布了一
個數據，該國在 2008 年時有 1 千 7 百萬人口，當時約有 1 萬 5 千名囚犯，但在
2014 年 3 月時，全荷蘭總共只剩下 9710 名犯人，其中還有 650 名犯人來自比利
時，但監獄看守及相關人員卻多達 9914 名。（如圖 76.）
儘管犯人數量變少，但有不少荷蘭民眾認為國家對暴力犯罪的處罰太輕。
荷蘭司法部發言人歐波斯塔爾表示，他們正在研究犯人數量下滑的原因，目前
已開始著手關閉監獄並裁員。此舉引來部分工會相當不滿，他們認為在這種時
候，監獄安全相當堪慮，但荷蘭政府駁斥這些質疑，聲稱監獄中的暴力衝突已
經減少很多。

(31).愛爾蘭法庭要求男孩決定父母雙方誰入獄314
愛爾蘭一名 15 歲男孩由於經常逃學，法庭認定他的父母未能負起管教之
責，要求男孩作出令人心碎的決定：選擇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人進監獄。
英國《每日郵報》2013 年 3 月 7 日報導，當地教育官員表示，今年新學年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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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 114 天以來，這名男孩已經逃學 91 天。教育單位曾經和男孩的父母保持聯
繫，提供了一系列校內，支援服務，但後來聯繫中斷。法庭曾傳喚小男孩父母，
但他們都沒有出庭。法院認定男孩的父母疏於管教，應該為此負起法律責任。
這名男孩日前接到法庭裁決令，由他決定到底是父親、還是母親到監獄服
刑 21 天，愛爾蘭法庭要求男孩決定父母雙方誰入獄；另外一個人則可以獲得緩
刑。

(32).駭客坐牢，改駭英國獄中電腦315
據媒體報導，2013 年 3 月 2 日；英國一名因為盜賣銀行客戶信用卡資料而
坐牢的年輕駭客韋伯，在監獄裡繼續駭。他這一次駭的當然是監獄的電腦。
二十一歲的韋伯是英國一所私立學校的學生。在學期間，侵入銀行的電腦，
竊取了信用卡持卡人的資料轉賣牟利，賺了一千五百萬英鎊，將近七億台幣。
被捕以後，兩年前被判了五年徒刑。現在關在倫敦南部的一座監獄。
在獄中，他要求上電腦課。上課的時候，他又入侵了監獄的電腦系統。獄
方沒查出他竊取了什麼資料。不過，指控倫敦一所社區大學派去的電腦教師，
沒遵守保安規定。這名教師雖然沒被查到犯罪證據，但是，新學期也沒接到續
聘證書。

(33).超享受！世界豪華監獄比美大飯店316
在我國，台南日前發生割喉殺童恐怖命案，落網的曾姓疑犯向警方供稱，
犯案動機是想入獄吃一輩子的免費牢飯。經濟不景氣下，失業人口暴增，有人
三餐不繼，想要吃免費牢飯的大有人在，不過，像歐洲一些國家的豪華監獄，
就像星級酒店，囚犯坐牢像度假，也難怪有人想吃免錢牢飯。
據媒體 2012-12-28 報導；世界最豪華的監獄在北歐的挪威，據外電報導，
挪威政府用了 10 年時間，花了 2.5 億美元建造哈登監獄，這座監獄以其豪華舒
適的環境聞名天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人道的監獄。
這所監獄如今關押了 252 名重刑犯。這些犯人都有私人牢房，看起來就像
是個酒店的標準間：有浴室套房、平板電視、迷你電冰箱，有些房間還有 DVD
播放器，甚至還能上網，12 名犯人共用 1 個客廳。
監獄中還設有錄音棚、體育館等其他的娛樂活動設施。這裡甚至還有一間
「廚房研究室」
，囚犯們可以在那裡接受專業烹飪教學。監獄還有一棟主設施分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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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獨立小屋，這棟小屋有兩間臥室，囚犯的家人來探監並過夜時，可以和囚犯
一起住在這裡。
另外，像奧地利花了 300 多萬歐元在羅馬尼亞蓋的監獄，監獄外觀請著名
的設計師設計，為了避免囚犯產生狹小空間與黑暗恐懼症，使用玻璃採光，讓
整棟監獄的囚犯都可以享受到陽光的溫暖。囚犯與家屬可以申請個人會客室，
監獄負責提供保險套以及情趣用品，讓囚犯也可以享受魚水之歡。
為了避免發生欺負以及雞姦，囚室採用 1 人 1 間。並且提供電視，讓囚犯
可以跟外面互動而不至於出獄後與社會脫節。囚室裝有 24 小時電腦控制空調以
及空氣過濾裝置，避免囚犯因為空氣不流通而生病。
德國位於斯圖加特附近的史坦翰監獄，它是世界各國恐怖分子，寧花費巨
資聘請大律師，拚老命也要引渡過去的「三星級豪華監獄」，據報導，該監獄
的管理制度與硬體設施，簡直是一座「現代化觀光大飯店」。
芬蘭的監獄，囚犯被稱為「客人」或「學生」，獄警被稱為「經理」或「主
管」，監獄的設施比照「四星級旅館」，因此監獄不設圍欄鐵閘，獄警一律穿
便服，不帶槍械，參觀芬蘭監獄可以長驅直入，因為根本沒有大門與圍牆。

(34).英國監獄爆滿，放殺人犯回家「休假」317
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獄方祭出非常政策，竟然讓囚犯在服刑期間返家睡覺
或「休假」
，有些囚犯甚至可休到 100 天之多！而就連殺人犯或強姦犯也在准休
範圍之列。
據英國媒體 2009/11/17 報導，由於近兩年來英國犯罪人口激增，監獄過度
擁擠，英國政府最近開始實施「重新安置夜間釋放」
（resettlement overnight release,
ROR）政策，有些囚犯每個月可返家過夜 4 天，表現優秀的罪犯甚至可獲減刑
100 天的優待，獲得這種福利者兩年內暴增 200％，每年有 1 萬 1599 人受惠。
截至上週為止，英格蘭與威爾斯的監獄已達 9 成 9 滿，今年一月以來，監獄人
口已從 2771 人，暴增到 8 萬 4522 人，而獄方是在 2005 年 11 月監獄人數開始
暴增時，悄悄實施「ROR」政策，2007 年後這項作法才逐漸公開。
囚犯返家過夜的措施通常以 4 天為上限，但也有部分刑期即將屆滿的囚犯，
返家時間最長可到 4 週。當局表示，
「ROR」政策能幫助罪犯重新融入社會，降
低再犯率；不過批評者認為，此舉是用來減輕監獄過滿的壓力，部分罪犯在暫
時獲釋期間恐將再度犯罪。
317

自由時報 2009/11/17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117/78/1v3m5.html
298

(35).英國監獄太舒適，犯人不想逃318
據 2008/04/26 媒體報導；繼英國一高度警戒監獄受刑人日前向司法部長史
卓表示，獄中生活有如「度假營」後，英國獄警協會官員最近又爆料說，監獄
裡的生活太舒適，毒販竟爬牆到監獄裡販賣毒品和手機，犯人也根本不想爬牆
逃獄，因為牢裡的毒品價格比外面便宜，生活也更愜意。
據媒體 2008/04/26 報導，獄警協會助理秘書長崔維斯最近表示，受刑人不
但有衛星電視可看，打電話不用錢，還能在床上吃早餐。相形之下，獄警反要
小心翼翼地對待受刑人，以免違反其人權，而且獄警人力短缺，根本無力阻止
獄中毒品猖獗的現象。崔維斯警告，英國每所監獄都人滿為患，又極度缺乏資
源，整個獄政系統正急速失控。
崔維斯指出，毒品湧入監獄的速度令人吃驚，現在牢裡的毒品反比外面便
宜。他舉例說，約克郡一所監獄今年初曾發生毒販多次用梯子翻牆闖入牢中，
向受刑人兜售毒品和手機，甚至還賣女裝給有變裝癖的受刑人。此外，這所監
獄的牢房鐵窗早就被人撬開，再用假的鐵條掩飾，卻無人願意越獄，顯然受刑
人認為吃牢飯要比在外面吃自己容易得多。
崔維斯說，受刑人在牢裡可領薪水，表現良好也有獎勵金可拿，牢內簡直
形同無政府的狀態，獄警卻因缺乏資金而士氣降到谷底。

(36).英國「對犯罪有貢獻」？火車大盜主謀要領終身成就獎319
轟動一時的「火車大劫案」曾被寫成小說、搬上大銀幕大獲好評，而今故
事的真實主人翁也將成為另類傳奇。1963 年夥同數嫌搶劫倫敦火車的江洋大盜
羅尼畢格斯，在生命步入尾聲的同時，很諷刺地因為他對犯罪的「貢獻」
，要獲
頒終生成就獎。
「火車大劫案」搬上螢幕 搶匪變傳奇；英國每日鏡報 2010/08/02 報導，81
歲的畢格斯 1963 年和同夥搶劫郵政列車，搶得贓款 260 萬英鎊（約 1 億 3000
萬台幣）
。服刑 1 年後，畢格斯越獄大逃亡，從法國、澳洲、巴拿馬到巴西，還
在巴西生了兒子。這整整 36 年，英國警方追捕無功，畢格斯從搶匪搖身變成傳
奇，他在巴西的寓所還成了觀光勝地。
2001 年他返回英國後入獄，健康狀況開始惡化，去年因生命將盡提前出獄，
據傳目前「僅剩幾週性命」
，不過友人堅稱，畢格斯的身體可以參加本月舉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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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晚宴，屆時畢格斯將獲頒紀念指套，以及刻有當年他犯案日期的徽章。
不過，當年的劫案造成火車司機半身不遂，畢格斯逍遙法外竟還能獲得表
揚，恐將引來司機家屬的憤怒；英國司法部消息人士也說：
「當初他是因為重病
獲釋，而今他還要跟朋友參加晚宴，根本就是在我們的傷口上灑鹽！」

(37).英國牢飯品質優於公立醫院伙食320
根據英國波茅斯大學對監獄與公立醫療系統提供的飲食所做的研究，服刑
人的伙食品質營養成份不僅優於住院病人，甚至好過一般民眾。波茅斯大學
（Bournemouth University）教授愛德華茲（John Edwards）指出，40%的病人住
進國家醫療保健服務（NHS）醫院時已有營養不良的情況，入院後營養不良的
情況未改善，主要因為進食時沒有人協助，或是醫護人員沒有注意他們的飲食。
愛德華茲說，「反觀監獄裡的伙食，就營養的成份來看，簡直是棒透了」，
甚至比多數民眾吃得好。他說，
「監獄的伙食注重碳水化合物，獄方烹煮食物的
方法很健康，他們不放鹽巴，炸的食物也不多，如果你要吃漢堡，漢堡肉是放
進烤箱煮的」
。波茅斯大學另一位研究人員哈特威爾（Dr HeatherHartwell）指出，
醫院病患身體狀況欠佳，除了因為疾病使他們沒有胃口，另一方面是沒有人協
助他們進食和飲水。
據媒體 2009/09/01 報導；研究人員還發現，院方供餐的時間固定，但有時
侯病人可能正在接受測試或治療，無法趕上吃飯的時間，也可能產生問題。愛
德華茲說，住院病患吃的不多，如果醫院以食物作為治療的方法，那顯然成效
不彰。衛生部發言人對此回應表示，品質好的食物可以改善病人的健康，多數
的病患對醫院提供的食物都感到滿意，但對病人的服務衛生部還會再加強。

(38).挪威頂級監獄，服刑像度假321
挪威監獄以人性為訴求，外觀富設計感，內裝也相當精緻。過去民眾對監
獄的刻板印象總是潮濕、黑暗，但在挪威一座哈登監獄（Halden Prison）卻精緻
有如豪宅，建築師以人性角度出發，設計一座「看了想被關！」的監獄。
建築師莫勒（Erik Moller）以「人性」為訴求，希望透過循循善誘的方式，
讓犯人在服刑期間，體會到正面的能量。監獄使用最先進的液晶電視，還有明
亮暢通的浴室、超大的體育場，以及音樂錄音室與慢跑佈道，裝潢更富有設計
感，相當高級、寬敞。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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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監獄內重視人權，沒有加裝傳統管治犯人的鐵窗與監牢，囚犯能在
廚房自由烹煮、磚牆上塗鴉，或是選擇陶冶身心的音樂課程。獄方表示，
「主要
就為居高不下的再犯罪率而努力，希望藉此拉低」
。不少實際參觀過這座監獄，
或是從網路上得到相關訊息的民眾紛紛開玩笑的表示，
「囚犯過得比牢獄外的生
活還好，實在好想被關」。
挪威重犯監獄，牢房沒鐵窗322；據 2012/02/17 新聞報導，耗時十年、斥資
一千五百萬英鎊（約七億台幣）建造的挪威哈登監獄是惡名昭彰的殺人犯、強
暴犯的「鐵牢」
，不過牢房內不見鐵窗，因為要讓更多的陽光進入；每位受刑人
各有自己的牢房，房內配備有迷你冰箱、液晶電視以及個人衛浴。監獄上月住
進第一批犯人，典獄長霍伊達說，沒有人有逃獄跡象。
斥資 7 億打造 被譽為全球最人道監獄；哈登監獄被譽為全球最人道的監
獄，收容的犯人可達兩百五十二人。監獄內，每十二至十五個牢房可共享一間
頂級的廚房與休息區，廚房內有不鏽鋼流理台與工作台，而休息區內則有 IKEA
樣式的沙發與咖啡座，受刑人也可享用健身房，裡面還有一面攀岩牆，以及音
樂室與豪華圖書館。監獄內還設計兩人床的房間，讓受刑人招待過夜的來訪親
屬。哈登監獄有一半的獄警是女性，因為當局相信這能減少囚犯的侵略性。
建築師霍伊隆德承認，哈登監獄關的是挪威最危險的囚犯，但設計旨趣是
讓他們不再犯，他說︰「最重要的是，監獄盡可能看起來與外面世界相像。」
五星級設備 典獄長自豪沒人逃獄他指出︰「為了避免讓人感覺是一個機
構，建物外觀不是水泥，而是由磚塊、鍍鋅鋼與松木建造，建物似乎是從林地
裡有機的生長出來的，而明顯的監獄象徵︰一道沿著監獄周邊砌起的六米高水
泥安全牆則有樹木擋住，而牆頂是圓狀，所以看起來不會太不友善。」
挪威塗鴉畫家多克也以一百萬英鎊的價碼，受僱在一面牆畫上「塗鴉畫父」
班基風格的畫作︰一名穿著囚衣的囚犯舉起裝有鐵鏈的鐵球準備拋擲，令人莞
爾。
典獄長霍伊達說，目前住進來的囚犯都沒有逃獄的跡象，他表示︰「挪威
的監獄系統關注的焦點在人權與尊重。許多受刑人入獄時體態不好，我們想讓
他們增重，透過教育與工作給予自信，讓他們離開時變成較好的人。」在挪威，
僅有二十%的受刑人出獄後再犯回籠，英國則為五十至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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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英國暴民服刑，破紀錄擠爆監獄323
據「法新社」倫敦 2011/08/20 報導；隨著在英國暴動中被定罪的民眾入監
服刑，英國司法部表示，英格蘭與威爾斯（Wales）監獄人口本週創下歷史新高。
監獄囚犯總人數本週為 8 萬 6654 人，比上週創下的 8 萬 5931 人增加 723
人。目前英國監獄可容納人數為 8 萬 8093，只比本週總人數多不到 1500。英國
監獄管理機構表示，正在處理「史無前例的情況」
。雖然該機構表示目前監獄牢
房還夠，但也指出：
「我們正開發應變計畫增加監獄容納量，以防牢房需求壓力
進一步升高。」
法院要審理的案件數量因暴動而激增，每天送超過百人至監獄服刑。警方
迄今逮捕超過 2800 人，其中約 1300 人已出庭應訊，當中 2/3 的民眾還押。

(40).德國柏林監獄客滿：請稍後再預約牢房324
據媒體 2008 年 3 月 10 日報導；德國柏林的年輕罪犯最近前往市內一所監
獄入監前卻遭到拒絕，獄方還提供他們日後「訂房」的服務，據一名柏林市官
員表示。位於柏林「李赫登拉得」區的這座監獄原本設立的目的，是要在長達
四週的拘留生活中，讓少年犯受到「短暫且劇烈的震撼」
，警告他們不要養成犯
罪的習慣。
但近來法院判決的數目，卻遠遠超過了監獄內的三十三個床位。德國經常
讓罪犯自法庭上自由離開，並在他們方便時自行向監獄報到。據柏林市司法首
長「馮德奧」女士表示；去年有 4 分之 1，或 323 名準備排隊進入該所監獄服刑
的少年犯，遭到獄方拒絕入獄。排在隊伍最後面的少年犯則甚至拿到了「入獄
預約保證」。
德國的一般監獄無權收容少年犯。

(41).監獄服刑有錢照樣逍遙，印尼政府尷尬325
由於調查揭露，富有和關係良好的囚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照樣奢華度日，
令誓言打擊貪腐的印尼政府處境尷尬。為了打擊司法界貪瀆，總統尤多約諾
（SusiloBambang Yudhoyono）成立的特別小組，對一所女子監獄進行突擊檢查，
富有和有影響力囚犯在服刑期間獲得特殊待遇的詳情，今天登上各報頭版新聞。
據媒體 2010/01/13 報導；女企業家蘇雅妮（Artalyta Suryani），去年賄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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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遭定罪入獄後，據報導，她在 64 平方公尺公寓式「牢房」內，接受雷射美
容治療時，被逮個正著。「雅加達環球報」（Jakarta Globe）報導，蘇雅妮在獄
中所受特殊待遇包括：雙人床、空調設備、平面電視、冰箱，私人廚房和浴室，
以及一個嬰兒用圍欄。
總統府發言人巴夏（Julian Aldrin Pasha）告訴法新社：「一些囚犯可能獲得
特殊待遇，我們深感遺憾。」他強調：「應該正面看待這類調查發現，未來還
會有更多調查。」總統尤多約諾誓言粉碎他所謂的「司法界黑道」。印尼司法
界極其腐敗。他說：「總統尤多約諾堅信，所有囚犯應該受到相同對待，不能
有任何特權或特殊待遇。」

(42).印尼選美皇后女議員，獄中照樣美容326
印尼選美皇后出身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安潔莉娜涉貪案引發全國關注。令人
驚訝的是，身陷囹圄的她竟然仍享有美容服務，讓她在出庭時保持亮麗外表。
安潔莉娜（Angelina Sondakh）日前因涉嫌巨港東南亞運動會選手村工程貪汙案，
被列為嫌犯，並限制出境，印尼全國各主要媒體都以顯著篇幅報導這項消息。
據媒體 2012 年 12 月 5 日報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 1 名證人指證安
潔莉娜要求印尼企業 PT Permai Group 以她的名義捐獻 1000 萬印尼盾給梅拉比
火山（Mount Merapi）噴發的受災戶。選美皇后出身的她，日常生活中固定接受
護膚、護髮的美容服務並不令人意外。但外界好奇，她從今年 4 月 27 日被「肅
貪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Commission）拘禁以來，是否也一樣維持美容
習慣？
答案令人驚訝。安潔莉娜日前在出庭時告訴「雅加達郵報」
（Jakarta Post），
「感謝上帝，邦多監獄（Pondok Bambu）裡有一間美容沙龍，監獄囚犯在這裡
工作」
。這也是為什麼她每次出庭時都能保持亮麗外表的原因。每次出庭都呈現
不同髮型的安潔莉娜表示，她還不確定要不要在獄中剪髮。 她上週出庭時，身
穿一件有金色鈕扣的白襯衫和一條黑色褲子，看起來儀態優雅。關於整身行頭
哪裡來？安潔莉娜說，她有一個女親戚長期贊助她，所以她可以仰賴這名親戚
提供她適合出現在公開場合時的服裝。

(43).嫌牢房設備差，挪威殺人魔告狀327
據媒體 2012 年 11 月 10 日報導；嫌牢房設備差，挪威殺人魔告狀；根據今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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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見報的 27 頁長信摘要，挪威殺人魔布列維克（如圖 78.）對獄中生活牢騷不
斷，由囚室沒有潤膚霜到咖啡太冷不等。
「世道報」
（Verdens Gang）報導，這名
右派極端分子寫給挪威獄政機構的信中說，
「我高度懷疑，挪威還有比這更惡劣
的關押設施嗎？」他去年 7 月引爆炸彈和濫射行動造成 77 人喪生。
布列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所聘律師之一昨天透露，布列維克認為，
他在獄中的待遇「違反了人權」
。根據世道報刊登的信件摘要，現年 33 歲的布
列維克列舉出各種不滿，由日常生活上的不適到比較嚴重的問題都有。
信中說，獄方供應的奶油不夠塗滿麵包，只有涼咖啡可喝，囚室中沒有潤
膚霜，同時囚室欠缺裝潢又沒有景觀令他沮喪。他還埋怨，他在押解時必須戴
上的手銬過分銳利，會「陷入他的手腕」。

（圖 78.

嫌牢房設備差，挪威殺人魔告狀）

(44).英國監獄請企業，在監設客服中心328
為了讓受刑人別跟社會脫節，英國司法部請各大企業把客服中心搬進監獄
裡，讓犯人當客服人員。
據媒體 2012 年 8 月 11 日報導；司法部長克拉克說，受刑人來自英國各地，
可以提供不同腔調的服務，讓英國人倍感親切，同時提昇企業形象。目前英國
許多大企業為了省錢，把客服中心設在印度或是菲律賓。這兩個國家的人都說
他們會說英文，不過他們的英文說得「洋腔洋調」的，很多英國人聽不懂。
克拉克說，犯人當客服人員可以讓他們跟社會接軌，出獄以後不會適應不
良。司法部已經跟威爾斯一家公司簽約，讓外役監獄的犯人每天去公司接聽客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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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電話，日薪十五英鎊，七百台幣。

(45).德國佛教徒犯人，申請貓媽探監權遭駁回329
德國一個犯人秋吉，跟法院申請他的貓的探監權，法官不准。
據媒體 2009/11/04 報導；秋吉因為搶銀行判刑五年，這個星期發監服刑。
秋吉跟法官報告，他是佛教徒，深信輪迴。他家養的貓「吉色拉」是他媽媽轉
世投胎，到世上繼續照顧他的。所以，他看到「吉色拉」就跟看到已故的母親
一樣。既然媽媽有權探視坐牢的孩子，他希望法官也准他的貓媽媽去監獄會客。
承審法官表示，法院尊重宗教自由，但是犯人秋吉無法證明他的貓真的是
他媽媽轉世來的，所以，礙難照准。不過，犯人可以從監所寫信給他的貓，監
獄一定會代為投遞。

(46).美國加州河邊郡規定，富人坐牢食宿自付330
美國加州河邊郡為了找財源，剛剛通過立法，規定有錢人坐牢必須支付食宿
費用，一天 142 美金、約合 4 千 600 元台幣。
據媒體 2011 年 12 月 13 日報導；河邊郡距離洛杉磯不遠，有相當大的財務
黑洞，目前赤字高達 8 千萬美金，議會為了替政府找財源，把腦筋動到了「有
錢的犯人」身上。獄政單位主管史東說，前一陣子明星「琳賽蘿涵」坐牢，卻
由納稅人買單，引起公憤。他們於是想出了一石二鳥之計，史東說，河邊郡有
不少名人，據估計，服刑的犯人最起碼有四分之一，有能力支付一天 142 美金
的食宿費用，他說，算一算，一年可以替政府省下台幣 1 億 8 千多萬元。史東
說，今後在河邊郡犯法，不但要被關、荷包也要失血。他說，多數犯人的刑期
都在兩年，估算坐兩年牢，就得交 11 萬美金給政府。

(47).美國州監獄人數暴增，環境擁擠醫療條件差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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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媒體 2009/02/14 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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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7 萬人，導致衛生醫療
329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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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摩新聞 2009/11/04
中廣 2011 年 12 月 13 日 http://tw.news.yahoo.com/加州河邊郡規定-富人坐牢食宿自付-083248107.html
奇摩新聞 200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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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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破百年禁制，英國受刑人可投票332
經過與歐洲人權法庭長期抗衡，英國政府終於放棄申訴，同意讓在監服刑
囚犯行使投票權。這是一百四十年來，英國在監服刑人首次能夠投票。從 1867
年開始，英國全面禁止在監獄受刑人參與投票。這項法規，近年來廣受人權團
體和主張獄政改革者挑戰。2004 年三月歐洲人權法庭裁決英國政府全面褫奪受
刑人投票權，「歧視」且「不合法」，並鼓勵英國受刑人向英國政府求償。
據媒體報導；不服此裁決，英國政府多方申訴，經過長期抗衡，卡麥隆政
府終於接受英國無法改變歐洲人權法庭裁定的事實。且為避免英國納稅人支付
估計高達五千萬英鎊（約廿五億台幣）的賠償費，英國只有解除受刑人投票限
制，執行細節尚待進一步釐定。歐洲委員會有四十七個成員國，其中約四成國
家，對受刑人的投票權未予限制。大部分國家對特定受刑人的投票權利加以限
制。法國和德國的法院則依個案決定是否褫奪其投票權。
像英國這種全面禁止受刑人投票的國家，在歐洲委員會中屬於少數，其他
一旦入獄服刑便失去投票權的，還包括亞美尼亞、保加利亞、愛莎尼亞、匈牙
利和羅馬尼亞。英國「監獄改革信託會」副執行長杜伯森（Geoff Dobson）對政
府的決定表示歡迎。他指出，在現代獄政系統中，服刑人應擁有權利與責任，
「犯
人失去的是自由，不是他們的身分。」

(49).巴西 14 歲少女，稱被擄進監獄蹂躪四天333
據媒體 2011/09/20 報導；巴西一名 14 歲的少女向警方供稱，她被擄進一所
監獄遭到輪暴，後來被獄警搭救。典獄長和 19 名監獄工作人員被撤職查辦。
受害人宣稱，她上個禮拜被一名婦人和兩個少年下藥、毆打後，帶到監獄，
遭到好幾個受刑人性侵，四天後，她趁隙脫逃向獄警求救。警方研判，綁架她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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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103/4/2g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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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該是老鴇，透過替受刑人媒介性交牟利，他們應該是買通了某些監獄人員。
這不是巴西監獄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2007 年，一名因為偷竊入獄的少女，
被監所和 21 個男受刑人關在一起將近一個月，她被強迫以性交換取食物，消息
被媒體揭發，她才脫離苦海。據報導，巴西監獄把男女關在一起的例子，並不
少見。

(50).墨西哥典獄長供槍，囚犯「出差」掃射毒梟營334
墨西哥檢察官 2011/09/19 表示，杜蘭哥省（Durango）監獄警衛於一星期前，
提供給犯人自動步槍和交通工具，把他們「放風」到鄰近的科阿韋拉省
（Coahuila）
；這批犯人向一個販毒集團舉辦的生日派對大開殺戒，造成 17 人死
亡，時間一到，立刻「守規距」地返回各自的牢房。
有如電影般的情節在現實生活真實上演，據悉，墨西哥檢察署發言人納傑
拉（Ricardo Najera）表示，該監獄的典獄長特許犯人外出到鄰省「出差」
，掃射
另一個正在娛樂中心舉辦派對的毒梟們，造成多人死亡，在這個過程中也殺害
了不少無辜百姓，返回監獄後，一切事情都像沒發生過一樣。
納傑拉說，經過彈道比對發現，彈殼竟然與先前兩起的槍擊案吻合，顯示
他們可能不是第一次犯案，正在進一步調查是否由同一組犯人「出團」所為，
目前涉案的典獄長及 3 名監獄警察遭到調查，但還沒有被起訴。
據了解，調查人員詢問了一半以上的監獄警察與犯人後發現，科阿韋拉省
位於墨西哥與美國北邊交界附近，相互競爭的的販毒集團為爭奪到美國販毒的
路徑，經常在這裡發生激烈的槍戰，這次的重武裝攻擊很可能就是因為這兩組
幫派長期的恩怨。
科阿韋拉省警方說，這起攻擊發生在 18 日凌晨 1 時 30 分，槍手乘坐 5 輛
汽車凌晨抵達一處酒吧，並用自動步槍掃射，共計找到超過 200 多個自動武器
發射的彈殼，受害者大多為 20 多歲到 30 多歲。
據相關資料顯示，自墨西哥總統卡爾德龍（Felipe Calderon）2006 年 12 月
對販毒集團宣戰以來開始強力掃毒之後，已有 2 萬 5000 多人死於與毒品有關的
暴力事件中。

(51).美國加州電腦失誤，放走上千高危險囚犯！335
美國加州監察部門說，因電腦程式失誤而放走了上千名對社會有嚴重危害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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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囚犯。據 2011/05/28 估計，450 名高度暴力危險的囚犯和超過 1000 名毒
品、金融人犯被假釋出獄。洛杉磯時報引述監察部門的話報導，司法單位暫時
不打算抓回或監視這些罪犯。為緩解監獄人滿為患，加州去年 1 月開始假釋罪
行輕的犯人，以騰出空間、節約開支。
但調查人員查閱 2010 年 7 月以來的假釋記錄，發現有上千名不符合條件的
犯人獲釋。出錯原因在於獄方電腦程式， 獄方人員按照這套系統評估囚犯是否
具備假釋資格，但電腦只能能查看囚犯被捕記錄，無法查看判刑記錄，從而失
去重要依據。
通常情況下，逮捕資料無法全面反應囚犯罪行輕重，甚至能使暴力犯罪看
起來不會嚴重危害社會。

(52).美國最老人犯獄中自然死，終年 94 歲336
美國最老死刑犯日前自然死於監獄牢房中，終年 94 歲。
美國亞利桑那州獄政當局 2010/02/14 表示，現年 94 歲的死刑犯「納許」是
（當地時間）週五晚上在州立監獄中去世。
「納許」犯案累累，最早可追溯到 1930
年，當時他年僅 15 歲就持槍搶劫，後來在 1947 年開槍射殺員警，在監獄中蹲
了 25 年，1977 年，又因搶劫、謀殺，被判兩個無期徒刑，直到 1983 年，他因
越獄後開槍射殺一名店員，隨後被捕，依一級謀殺罪而被判死刑，不過他多次
上訴，因此死刑一直沒有執行。他的律師說，
「納許」雙耳已聾，雙眼幾乎失明，
而且精神不健全，又有老年癡呆症。上週五已自然死於監獄牢房中。

(53).英囚 A 好康，牢房鑰匙自己管！？337
英國官方資料顯示，英國囚犯不僅享有人權，還有很多「好康」可以拿。
約克郡近六千名囚犯擁有自己牢房的鑰匙；英國政府上個會計年度因各種官司
必須賠償受刑人八百八十萬英鎊（台幣五億七千五百萬元）
，並花四百萬英鎊（台
幣兩億六千萬）為受刑人買衣服和其他個人用品；懷特島一間監獄的受刑人可
以吃到「五星級」牢飯。
據媒體 2007/03/27 報導；約克郡九千五百七十七名囚犯中，有五千七百四
十七人擁有自己牢房的鑰匙，可自由進出，為的是給他們「尊重和適當的生活
條件」
。這項措施引起英國議員反彈，他們警告說，英國人權已失控。保守黨議
員戴維斯批評政府把「監獄變成飯店」。他說：「民眾若知道有這麼多囚犯有自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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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錀匙，肯定會嚇壞了。」內政部長薩特克里夫說：
「只有即將出獄的囚犯擁
有鑰匙，這是增進他們責任感的措施之一。」

(54).獲准外出工作，英囚獄外開娼館！？338
情況顯示，獲准日間外出工作的英國外役監獄囚犯辛赫（Rashpal Singh）
，6
個月來召集了 1 批東歐娼妓，在外開起了妓院。
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2010.08.14 報導，獄方以為，28 歲的辛赫每
週 6 天都在 1 家輪胎修理公司上班，賺取最低工資。實則他在南約克郡（South
Yorkshire）羅瑟罕（Rotherham）的 1 座連棟房屋中經營娼館，每月進帳數千英
鎊，而且長達 6 個月未被發現。
直到警方接獲線報，在他身上查獲 2000 英鎊現金和大量大麻，才將他逮捕。
獄方這種離譜的疏忽遭到 1 名法官責難，這名法官並將辛赫原本因嚴重竊盜罪
而獲判的 6 年徒刑延長兩年。辛赫對經營娼館已認罪，他在 2009 年 4 月獲准離
監工作時，僅服滿 1 年又 11 個月刑期。
頓卡斯特市（Doncaster）莫蘭外役監獄（Moorland Open Prison）為配合使
受刑人回歸社會的計畫，而為辛赫安排了修理輪胎的工作。
當時他雖然僅服滿 1/3 原刑，仍可 1 週離監 6 天，自清晨 5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為止。
獄方以為，他 1 天工作 8 個小時，其他時間都花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如
今雪菲爾（Sheffield）巡迴刑事法院得知，他白天離監後都忙於物色主要來自東
歐的娼妓，並在娼館中坐鎮。

(55).染色體失調+囚床太短，英國法官讓 220cm 巨漢出獄了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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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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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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巴西監獄的創意340

（圖 79.

巴西監獄重刑犯織毛衣換減刑）

據 2014 年 06 月 10 日媒體報導；巴西時尚品牌 Doiselles，去年和巴西一所
監獄合作，只要監獄裡的重刑犯為該品牌織 3 天毛衣，就可以減刑 1 天，（如
圖 79.）囚犯也可從工作中獲得報酬，所方也會幫忙存錢，出獄時再一次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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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法庭中心／綜合報導）2014 年 06 月 11 日
310

（圖 80.

巴西監獄重刑犯踩鐵馬發電換減刑）

巴西的監獄透過各種計畫，希望解決囚犯過多的問題。當地某監獄 2012 年
推出「踩鐵馬發電換減刑」計畫，參與計畫的受刑人，只要踩 3 天、每天 8 小
時的腳踏車，就能減少一天刑期（如圖 80.），電力用來供應鎮上路燈使用。

(57).挪威的監獄是人犯的天堂341
如果台灣的囚犯看到挪威的監獄，那可能真的會怨生錯地方，因為注重獄
政的挪威，監所可是五星級，其中知名的挪威殺人魔布列維克，還 1 人獨享 3
房。

（圖 81.
341

五星級挪威哈爾登監獄）

自由時報 20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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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12 年 02 月 17 日媒體報導；五星級監獄；挪威哈爾登監獄內部採飯店
式管理，備有籃球場、錄音間、舒適房間和個人淋浴間，造價 2 億 5200 萬美元
的監獄可容納 252 名囚犯。（如圖 81）
【挪威人魔享 3 房】在 2011 年犯下濫殺 77 人命案的挪威殺人魔布列維克，
2012 年被法院宣判 21 年徒刑後，送往挪威奧斯陸的伊拉監獄（Ila Prison）單獨
監禁，布列維克在此享有 3 間牢房的待遇，1 房有健身設施，1 房有床鋪、最後
1 房則有電腦，每天有 1 小時放封時間，但不准接觸其他牢友。（如圖 81 之 2.）

（圖 81 之 2.

挪威人魔布列維克）

(58).不想被告，英格蘭推監獄禁菸342
英格蘭與威爾斯將在明年春天開始實施監獄全面禁菸，以免監獄管理員因
二手菸菸害要求賠償。
英國媒體 2013.09.20 報導，方案將先在英格蘭西南部的監獄選擇試點，然
後在 12 個月內普及所有監獄。目前獄囚可以在其囚室內抽菸，但新案禁止囚室
抽菸，並且將禁令擴及包括操場在內的監獄所有區域。
英格蘭和威爾斯目前有 8 萬 4000 名獄囚，其中 80%是菸槍，他們將獲得尼
古丁貼片來解癮，以減輕或消除戒菸症候群，包括暴力傾向。
監獄高層都收到監獄無菸政策的通知，通知裡說，新政的目的是「為工作
人員和受刑人提供無菸的環境」。
英格蘭在 2007 年通過衛生法，禁止所有密閉公共空間抽菸，但該法將許多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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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列為例外，包括飯店的特定客房與監獄，英格蘭監獄官員表示，監獄難以
禁菸，因為有個法律漏洞讓獄囚將他們的囚室詮釋為他們的「私人住家」。
根據「歐洲人權公約」
，私人生活有受尊重的權利，以防止個人遭受國家機
構侵犯，個人在其私人領域內有權選擇如何處理他們的個人事務、如何過他們
的個人生活。
全球禁菸的國家也大多把重點置於公共空間，美國愈來愈多州把原本被視
為私人空間的汽車列為禁菸區（如果車內有小孩）
，但禁菸法律的手極少伸入私
人住家，即使伸入，也有很多但書。
但英格蘭「監獄官員協會」
（POA）在 2007 年衛生法通過後開始致力英國
監獄全面禁葯，以防止監獄人員和不抽菸的受刑人「被迫吸有害的二手菸」。
泰晤士報：英國計劃監獄禁菸343；英國泰晤士報（Times）2013 年 9 月 20
日報導，由於擔心員工將提出吸二手菸的賠償要求，倫敦當局計劃對英格蘭和
威爾斯的所有監獄禁菸。
報導指出，一項針對英格蘭西南部監獄禁止所有菸草產品的試驗性計畫，
將在明年初著手進行，而全面性禁令則預定在 12 個月內提出。報導中說，當局
是透過信件向獄方高層傳達這項訊息，表示已決定在監獄採行無菸政策，以便
為監獄員工及囚犯提供一個無菸的環境。
由於憂心戒菸的痛苦可能引發部份囚犯暴力，當局計劃對犯人提供尼古丁
貼片。一名獄方消息人士告訴泰晤士報，他可不確定這是施行監獄禁菸的好時
機，獄中的每件事都極度緊繃。

(59).宏都拉斯監獄，受刑人管自己344
美洲人權委員會二日發表報告，中美洲國家宏都拉斯因政府放棄改造受刑
人的角色，目前全國廿四所監獄全是受刑人自己管自己。
由於看管鬆弛，這些監獄的受刑人想逃脫易如反掌，但他們決定不逃，理
由是不想「破壞平衡」，第二大城汕埠的監獄尤其如此。
一名監獄官 2013/08/03 告訴委員會，獄政當局並無能力改變現狀。這些所
謂的「自治」監獄由受刑人選出數名「協調員」掌管監獄，獄規由協調員訂定，
包括懲戒措施。人權委員會說，一些受刑人抱怨協調員對他們動粗，監獄正式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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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廣播電台作者吳寧康 2013 年 9 月 20 日 http://tw.news.yahoo.com/泰晤士報-英國計劃監獄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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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員對這些行為卻視而不見。
官僚貪腐與監獄過度擁擠，導致獄政崩潰。司法體系未能及時審判羈押的
犯人，是監獄人滿為患原因之一。宏國全國監獄僅能容納八千一百人，目前卻
關了有一萬兩千多人。
宏國另一個默許的地下制度，是准許受刑人做些生意，官方縱容此事是因
可瓜分利益，他們表示分得的錢用於支應監獄開銷。宏國的監獄文化如此，要
改變也難，就連去年科馬亞瓜監獄大火燒死三百六十二名獄囚，使宏國獄政備
受國際關切，也沒有促成太大改變。
美洲人權委員會於火災後展開調查，並發表上述報告，建議宏國不僅要建
新監獄、改善既有監獄，更應從更廣泛的公共政策面下手。

(60).紐約監獄，犯人出獄後溜回監獄鬼混，沒聽過345
只聽過犯人逃獄，沒聽過出獄的受刑人，再溜回監獄這種事，紐約就有這
麼一個老兄，他在出獄後，好幾次使用偽造身份，回監獄探視獄友，每次都在
那兒混幾個小時。
據媒體 2013 年 3 月 4 日報導；36 歲的（馬塔葛藍諾）
，可能是因為有性侵
前科，他名列黑名單，很難融入社會，在外面交不到朋友，他就份外想念他在
獄中結交的難友，他冒充調查員，回監探視他的狐朋狗友，一夥人大喇喇的在
公共區域抽雪茄聊天，走的時候，他還順手牽羊，偷走辦公室的收音機，他在
事蹟敗露之後，再度被捕。

(61).挪威監獄如旅館獨享 3 牢房，可玩射擊電玩346
布列維克判刑後，將被送往奧斯陸的伊拉（Ila）監獄。外界指監獄內設備
完善舒適，有健身房有電視，
（如圖 82.）能挑選喜好的餐飲，像「兩星級旅館」，
對殺人魔可能「蹲爽牢」的下場大感不平。
囚犯能外出上學；獄方發言人碧潔克 2012 年 08 月 24 日表示，她坦承從外
國人眼光來看，伊拉監獄確實很舒適，囚犯能外出上學，溫馨如家庭般的用餐
區，還有多種休閒活動，但囚犯畢竟仍受到失去自由的懲罰。而布列維克將是
單獨監禁的特例，所以他「只能」獨享 3 間各 2.4 坪大的牢房，含一間臥室、一
間健身房和一間電腦房，（如圖 83.）每天有一小時放風時間。布列維克雖不准
接觸其他牢友，但獄方會提供類固醇讓他打造健壯肌肉、還能玩射擊或角色扮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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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等電玩打發獨處時光。若布列維克進精神病房，環境可能更舒適，他卻放話
希望進普通牢房，堅稱自己只是一個不想讓異教徒侵入挪威的「政治恐怖份子」
。

挪威槍擊案犯住五星級酒店式監獄，女教練陪慢跑347；

（圖 82.

（圖 83.

347

液晶電視是每個房間裏必不可少的設備）

私人衛生間讓每名囚犯擁有更多自由）

法新社奧斯陸 2012.11.9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1170762&r=0&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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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安靜的圖書館是囚犯休閒的好去處）

挪威奧斯陸地方法院 24 日上午判處“7-22＂爆炸槍擊案製造者安德斯-貝林
-佈雷維克 21 年徒刑（挪威沒有死刑，法律允許的最長刑期為 21 年）
。讓佈雷維
克更為“慶倖＂的是，他的國家是全世界刑法體系最寬鬆的國家之一，同時，
他完全可以把服刑當作一次長達 21 年的度假。
從液晶電視，到圖書館，還有慢跑小徑（有美麗的女教練陪練）
，
（如圖 84.）
悠閒自在的五星級酒店式監獄，這就是挪威殺人狂的最終歸宿。
為了陽光不要鐵窗；陽光從明亮的窗戶灑進房間，乾淨舒適的大床讓人完
全放鬆，然而這裏不是五星飯店的客房，這是叫做哈登的監獄套間。這所監獄
關押著 252 名犯人，他們都是有著殺人或性侵等犯罪行為的重刑犯。
在獨立套間中，不僅有基本的傢俱，還有冰箱和液晶電視，還帶有獨立的
衛生間。然而讓人傻眼的是，這所監獄沒有任何鐵窗，獄方表示這只是為了讓
更多的陽光進入獄房。

(62).義大利監獄，擠到上廁所都要搶348
歐洲人權法庭去年要求義大利改善監獄過度擁擠的情況，如今一年期限已
過，監獄中擠沙丁魚的現象，仍未見緩解。羅馬天上聖母監獄建於 19 世紀，原
先設計的容量是 643 人，如今關了 920 名囚犯。受刑人安東尼歐說：
「六個人關
在一間小囚房裡，實在太擠了，這裡只有一個人的站立空間，緊張關係不斷地
升高。」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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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拉斯堡的歐洲人權法庭去年裁定，義大利監獄的情況違反基本人權，
要求當局在 12 個月內改善囚犯的居住條件。雖然義大利政府努力改革，但最後
期限已過，義大利監獄收留的囚犯人數，依舊比設定的容量多出 1.5 萬人。囚犯
人權團體 Antigone 最近到監獄巡查時，發現有疥瘡、黴菌的問題，浴室很髒，
無蓋的馬桶，就設在廚房爐子的旁邊。 38 歲的馬可，在狹窄的交誼廳看看同伴
玩桌上足球，他說：
「我們像沙丁魚般擠在一起，空氣不流通，想上廁所還得用
搶的。」據媒體 2014-06-20 報導；今（2014）年 1 月，歐洲人權法庭裁定義大
利政府必須支付 10 萬歐元，給七位不滿他們監禁條件，提出「托雷賈尼訴訟」
的囚犯，這個法庭還收到另外 6829 件申訴案件。監獄工會把監獄擁擠的問題，
歸咎於太過嚴格的判決，約 40%的囚犯是因為交易軟性毒品而被關。如今，義
大利政府準備放寬對持有與販售大麻的懲罰，預料約 1 萬名囚犯將可因此獲得
釋放。
此外，受刑人的刑期現在享有較大的寬減，以前是每服滿六個月可以減免
45 天，如今則提高到 75 天，而且以社區服務取代服刑的機會也大增。

(63).美國官員扮囚犯，體驗監獄生活349

（圖 85.

Gregg Marcantel 發現，關禁閉讓自己變得煩
躁易怒和噁心。）摘自中新網）

人民網 2014 年 06 月 22 日指出，美國新墨西哥州監獄管理局局長 Gregg
Marcantel 為了解獄中真實情況，特地當了兩天囚犯。入獄時，他黏上假鬍子，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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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髮型，摘掉眼鏡，身穿囚服，成了編號 106、罪名為武裝搶劫的囚犯。（如
圖 85.）
看守監獄的警衛並不知道身穿黃色囚服的 Gregg Marcantel 監管局局長。因
此，他所受待遇和普通囚犯沒有兩樣。
在提供給監獄方面的資料中，Gregg Marcantel 被定性成極度危險分子，因
此沒有與其他犯人關押一處，而是被鎖在一間不到 8 平方公尺的水泥牢房內單
獨生活了 48 小時。他說，這次體驗有利於當局更有效改造犯人。
有研究人員稱，關禁閉會讓一些有暴力傾向的人變得更加極端和具有攻擊
性。為驗證上述說法，這位局長決定假扮犯人去體驗兩天禁閉生活，結果發現，
自己變得煩躁易怒和噁心。其他被長期關押者的變化可想而知。
據悉，被關禁閉的犯人每天只有一個小時放風時間，除看守外，接觸不到
其他人。同時，將犯人單獨關押的費用是集體關押的三倍。在局長體驗過關禁
閉後，已經有 8 名囚犯被轉移到了普通牢房關押。
Gregg Marcantel 表示，最危險的犯人和鬧事者將繼續被單獨關押，但普通
罪犯不必接受此類懲罰。他透露，自己在體驗監獄生活時裝聾作啞，這樣他就
不必回答任何人提出的問題，從而避免暴露身份。

(64).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籌建新監獄，最大特色無獄警350

（圖 86.

350

阿布達比正在籌建一所能容納 5500 名囚犯的大型監獄。）
（資料照片）翻攝 telegraph.co.uk

蘋果日報（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2014 年 0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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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 2014 年 06 月 24 日報導；阿拉伯聯合大公國首都阿布達比正在籌建
一所能容納 5500 名囚犯的大型監獄，這所監獄的最大特色是不設獄警，所有囚
犯全憑自覺以及與專職社工互動度過刑期。
阿布達比監獄和教化管理局主任穆罕默德扎阿比上校介紹說：
「監獄的作用
應該是重塑新人，而不是懲罰。我們發現囚犯大多視獄警為敵人，所以我們決
定取消雙方之間的任何接觸。」 穆罕默德說，這所監獄的囚犯從收監到出獄，
始終將只與受過專業培訓的社工打交道，比如心理諮詢師、醫護工作者等。
（如
圖 86.）
在規定範圍內，囚犯的一切活動全憑自覺。預計將有約 600 名訓練有素的
專職社工為囚犯服務，被關押的囚犯主要以非法居留和經濟犯罪為主。

(65).到美國監獄探望兒子，老爸被關 30 小時351

（圖 87.

Trapped: The man was stuck in Cook County Jail, Chicago）

據媒體 2014/07/10 報導；美國芝加哥有名父親去監獄探望兒子時，沒想到
自己反而被關了起來，超過 30 小時漫長「監禁」竟然都沒有獄警發現他，最後
還要靠著自己靈機一動才得以獲救，到底是發生了甚麼事情？
外媒報導，這位父親 Polk 先生每個禮拜都會去監獄探望兒子，一個普通的
周六，他一如往常地到了監獄，獄警告訴他，他兒子已經快來了，請爸爸到走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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廊盡頭右邊的房間等。Polk 先生走過去，有個房間的門打開，他以為是這次安
排好的會客室，並「好習慣」的隨手關門，沒想到這正是一切麻煩的開始。Polk
先生等了約 2 個小時後，沒有任何人出現，他意識到事情不對勁，門怎麼使勁
都打不開，（如圖 87.）敲門也沒有人回應，在歷經一整天沒有任何食物和飲水
的日子後，Polk 先生決定破壞監獄裡的自動灑水器。芝加哥消防隊在接收到監
獄火警通報後，立刻前往，Polk 先生終於在星期一凌晨獲救，他身上唯一的傷
在拇指，是破壞灑水器時留下的傷口。（如圖 88.）在 Polk 先生獲救前，竟沒有
任何一個獄警發現他的下落，也不知訪客沒離開監獄，可見得管理大有問題。
監獄負責人 Smith 回應：這種事情在我記憶裡從未發生過，已在討論是哪方面環
節出了問題。這位父親被關的那間房間，並非是普通的會客室，而是高度安全
級別的囚犯專用的會客場所，假日沒有人使用，且日前在裝修，無人特別去注
意它。

（圖 88.

Lost: None of the prison officers spotted one
visitor didn't sign out）

(66).驚！美國 26 歲正妹戀 79 歲殺人魔，宣布在獄中舉行婚禮352
超級令人驚訝的組合...。美國 26 歲清秀美女伯頓（Afton Burton）近日宣布
結婚，對象是被譽為美國 20 世紀「最凶狠的殺人魔」
，79 歲的查理斯曼森（Charles
Manson），兩人決定在獄中舉辦婚禮，結為夫妻，而此事讓女孩父親相當不能
352

NOWnews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2014 年 7 月 13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9%A9%9A-%E7%BE%8E26%E6%AD%B2%E6%AD%A3%E5%A6%B9%E6%8
8%8079%E6%AD%B2%E6%AE%BA%E4%BA%BA%E9%AD%94-%E5%AE%A3%https://tw.news.yahoo.com
/%E9%A9%9A-%E7%BE%8E26%E6%AD%B2%E6%AD%A3%E5%A6%B9%E6%88%8079%E6%AD%B2%E
6%AE%BA%E4%BA%BA%E9%AD%94-%E5%A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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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014 年 7 月 13 日報導，伯頓在高中一
項作業中，好友以曼森作研究對象，自此她對這名被判囚禁終身的殺人魔開始
感興趣，主動寫信給在獄中的曼森，兩人開始秘密地互通書信，愛苗逐漸滋長。
之後，伯頓更毅然自伊利諾州（Illinois）單獨遷至加州居住，只為能在假日去探
監，見曼森一面。
曼森在 1960 年代建立邪教「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犯下連環謀殺
案，手段極為凶殘，其中甚至包括懷有身孕的妻子，震驚當時美國社會。曼森
原被處以死刑，然因後來美國法院宣布廢死，如今改為終身監禁。令人訝異的
是，即使曼森是一名令人聞之色變的連環殺人魔，但仍有大批死忠粉絲追隨、
崇拜，是美國史上收信最多的囚犯。
伯頓就像那批死忠粉絲一樣，不顧曼森之前殘忍的犯行，不顧一切地狂戀
他，只不過這種感情並非「崇拜」；而是「情愛」。伯頓的父親菲爾（Phil Burton）
表示他絕不會認曼森作女婿，也絕對不會參加婚禮，他形容女兒離家像「心被
剖開一的洞」，不過基於尊重女兒已成年，只能讓她發誓要經常保持聯繫，而
不強加阻撓，不過他說：「無論她做了什麼，我們過去、現在或者未來都不會
和女兒斷絕關係。」
對於女兒與曼森決定在獄中完成婚禮，菲爾表示：「他們將在監獄等候室
舉行，這只是一種法律儀式，是不具有真正意義的婚姻。」伯頓接受雜誌訪問
時表示：「也許人們都認為我瘋了，但他們不知道，這對我來說是一件再正確
不過的事，我天生本該如此。」

(67).德州監獄屋頂坍塌，19 名犯人受傷送醫353
據媒體 2014 年 7 月 20 日報導；美國德州東部一座監獄屋頂坍塌，導致數
十名犯人被困，同時有四十人受傷，其中 19 名犯人送醫。
這起意外發生在（當地時間）周末早上 11 點 30 分左右，地點位於「休士
頓」東北方 160 公里處，在受傷的犯人中，有一人傷勢嚴重，後來以直升機送
到「休士頓」紀念醫院進一步治療。這座監獄關押了 86 名犯人，當局正在調查
意外原因。
353

中廣新聞網 2014 年 7 月 20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BE%B7%E5%B7%9E%E7%9B%A3%E7%8D%84%E5%B1%8B%E9%A0%8
2%E5%9D%8D%E5%A1%8C-19%E5%90%8D%E7%8A%AF%E4%BA%BA%E5%8F%97%E5%82%B7%E9%
80%81%E9%86%AB-230403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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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印度監獄開餐廳；大廚、服務生通通都是殺人犯354
印度新德里的西德里區，一間名為「提哈美食廣場」
（Tihar Food Court）的
餐廳 7 月開幕了，主要提供印度北部的食物，牆上裝飾著幾幅繪畫，看起來平
凡無奇，但所有在這邊工作的員工，都是被判定罪的殺人犯。
根據印度當地媒體 2014 年 7 月 25 日報導，提哈美食廣場是提哈監獄（Tihar
Prison）為了幫助刑期將滿的受刑人而設置，7 月第一週開始試賣，場地一次可
容納 50 名顧客，牆上的畫作也是受刑人的創作。
餐廳發言人古普塔（Gupta）表示，餐廳的價位較一般便宜，最貴也只有 150
盧比（新台幣約 74.69 元）
，食物是一般水平，但工作條件與薪資朝酬勞，對被
雇用的受刑人來說真的很不錯。
雖然員工全都是殺人犯，但他們都是經過層層篩選，保持 12 年優良的服刑
紀錄，2 年內刑期將滿，入選後還要接受專業訓練。
一位名為布密卡．道包（Bhoomika Dabas）的顧客在餐廳的留言簿上表示，
這裡的食物簡單又美味，提供的服務和清潔度都很值得稱讚。而員工巴爾．克
里尚．羅格（Bal Krishan Grover）說，他曾因為過失殺人而入獄服刑 13 年，能
到餐廳工作很幸運，也很喜歡這裡的環境，夢想是創建一間餐廳分店。提哈監
獄曾因毒品問題和虐待受刑人而惡名昭彰，但經過幾次改革後，目前也為受刑
人提供多種職業培訓，預計將有 13552 名受刑人受惠。

(69).義大利女子監獄歡樂時光，有酒喝還可邀賓客來玩。355
義大利女子監獄每周有兩次歡樂時光。義大利媒體 2014 年 07 月 26 日揭發
米蘭（Milan）一女子監獄讓女囚犯享受「歡樂時光」（Happy Hour），遭獄警工
會質疑浪費資源。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該監獄女囚犯每星期至少有兩次「歡樂時光」
，現
場還有食物和酒水，並可邀請監獄以外人士來玩。義大利獄方稱舉辦活動並非
不尋常，所有事情都可攤在陽光下受檢視。
但獄警工會向司法部和參議院主席提出投訴，要求當局「盡快釐清」舉辦
活動的相關成本及利潤。不過獄方表示，獄警工會沒有聯絡他們，也要求對方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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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ETtoday 2014 年 7 月 25 日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BA%A6%E7%9B%A3%E7%8D%84%E9%96%8B%E9%A4%90
%E5%BB%B3-%E5%A4%A7%E5%BB%9A-%E6%9C%8D%E5%8B%99%E7%94%9F%E9%80%9A%E9%80
%9A%E9%83%BD%E6%98%AF%E6%AE%BA%E4%BA%BA%E7%8A%AF-051300870.html
蘋果日報（余浚安／綜合外電報導）2014 年 0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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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更多資訊，形成各說各話局面。

(70).挪威計劃向荷蘭租借監獄「外包犯人」356
挪威計劃把囚犯轉移到荷蘭的監獄服刑，以進行緊急修繕該國監獄的工
作，並緩解該國監獄過於擁擠的狀態。
挪威政府周二（2014 年 9 月 9 日）稱，將向荷蘭租借 300 個監獄位置。
（如
圖 89.）
荷蘭在 2009 年已經和比利時簽約，把該國的一些監獄位置租借給監獄過分
擁擠的比利時。根據這項「外包犯人」的協議，這些挪威囚犯將由荷蘭人來看
守，但總管將由挪威人擔任。
儘管挪威被監禁的犯人相對數量不多，但該國目前的監獄容量仍然不能滿
足需求。

（圖 89.

挪威計劃把囚犯轉移到荷蘭監獄服刑，以緊急修繕監
獄，並緩解該國監獄過於擁擠的狀態。）

挪威以對待囚犯相對人道著名，比如那些非暴力犯罪者通常會在專注於改
正錯誤的開放式監獄服刑。
在這種開放式監獄服刑的犯人行動比較自由，能工作，監獄裏還設有娛樂
設施。
挪威犯人中被監獄釋放後重新犯罪的比率是 20%，是全世界重新犯罪率最
356

英國 BBC 新聞 2014 年 9 月 9 日（編寫：嵇偉 責編：董樂）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09_norway_dutch_inmat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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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國家之一。但是根據挪威政府 2013 年的一項分析報告，該國監獄需要進行
價值 440 億挪威克朗的積壓已久的維修工程，工程進行中需要臨時關閉部分監
獄。
此外，被法庭判決後等待服刑的犯人數量正在增加，目前已經有 1300 名，
他們佔據了拘留所的大量空間。
在挪威被判決的犯人等待監獄位置服刑的同時，荷蘭的犯人數量自 2008 年
以來卻一直在下降。
根據挪威的法律，向荷蘭「外包犯人」的計劃將從 2015 年開始執行，而「外
包犯人」都是沒有安全威脅的犯人。
挪威去年曾經試圖把犯人「外包」到鄰國瑞典去，但是由於瑞典要為此修
改立法，所以該項計劃沒有成功。
挪威有 500 萬左右人口，每 10 萬人中大約有 72 人因犯罪被監禁，是美國
的十分之一。

(71).犯人待遇太差，新西蘭監獄被砲轟357
一份聯合國報告重砲批評了新西蘭引以為傲的監獄制度。矯治部門則回
應，新西蘭的監獄在全球屬於高水平，而且未來幾年會更現代化。
據媒體 2014 年 09 月 04 日報導；聯合國人員去年來新西蘭探訪了拘留所、
警察局、Mount Eden 和 Rimutaka 監獄，最後出具了一份讓新西蘭面上無光的報
告。
報告說監獄給犯人吃垃圾食物，批評監獄的食物很「單調」而且營養不佳，
下午 3 點半提供由三片薄薄的白麵包製作的三明治和一個水果就是晚餐。還有
人吃冰涼的剩菜。而且，多數犯人一天待在獄內 19 個小時，有些犯人因為陽光
攝取不足，還得靠維生素 D 維持健康。
對於犯人被運送時帶著厚重的銬鍊，報告也說這「很不人道」
。此外，對於
犯人的個人空間，報告指稱單獨監禁獄號空間太小，像個「罐頭房」。
報告要求新西蘭放棄這些不人道的做法，立即提高對待犯人的標準。對於
聯合國這份重砲報告，矯治部門回應說，一些老監獄已經關閉而且也花錢在改
善舊監獄或打造新監獄。
政府已耗資 2.5 億紐幣在奧克蘭北岸西北部的 Paremoremo 建造新監獄，單
獨監禁室會比聯合國去年看到的大，而且所有監獄每日安排的課程都會包括更
357

大紀元 2014 年 09 月 04 日訊記者魏仲芝新西蘭奧克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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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工作和運動，努力協助解決犯人面臨的身心問題。
對於部份監獄外包給民間公司經營，矯治部門解釋說，民間企業有創意、
有效率，而且民監管理的監獄對於犯人的福利和政府管理的監獄是一樣的標準。
矯治部長 Anne Tolley 女士表示，政府正花費 1 億紐幣進行監獄重整，
「所
有提到的問題都在解決」。新西蘭的矯治部門目前處理 8,500 名犯人和 3 萬名社
區違法民眾。

(72).逆向刑罰358
世界無奇不有，偏偏「巴基斯坦」這個國家，怪事特別多。一九九七年六
月十四日，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省」的「巴哈瓦普市」附近一座監獄發生犯
人逃亡事件，至少有十名犯人和一名獄警喪生。
這些犯人曾偷竊獄警的武器，但在試圖逃走時與獄警發生激烈的槍戰，結
果被獄警擊斃。另外有一名獄警喪生，三人受傷，傷者都被送往醫院急救。
據稱，事發時，獄警正以大型警車，將十九名犯人從附近一個城鎮，押送
到巴哈瓦普市中央監獄。這些犯人是被法院提訊的犯人。此事且按下不談，
「巴」
國頃又發生另一件奇案：
無獨有偶，同年（1997 年）六月某日，巴基斯坦一位十五歲的小女生，遭
受強暴，加害人因沒有證人出庭，無罪開釋之外，被害人----這位小女生反而被
判處鞭刑，奇哉！
乃總部設在倫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同年（1997 年）六月十日公佈報告，
抨擊巴基斯坦的「暴力文化」嚴重侵犯人權，監獄中刑求暴行屢見不鮮，經法
院判決定讞的刑罰也常是殘忍而不人道，婦女更是備受歧視。
國際特赦組織在這篇名為「巴基斯坦：正視人權此其時也」的報告中指出，
巴國的法律常常因對象不同而有差別待遇，訂定的刑罰也殘忍不人道，國家執
法人員對現行法律和憲法中對人權的保障經常視若無睹，即使侵犯了人權，多
半也不會受到懲罰，一般人特別是弱勢團體，根本無法討回公道。
此外，婦女依舊遭到歧視，報告中特別援引一樁十五歲女孩遭強暴案來說
明巴國婦女遭受歧視的悽慘處境。這名名為「米娜」的早婚女孩，由於遭兩名
男性親人強暴而懷孕，法院居然以沒有證人做證為由，無罪開釋兩名嫌犯，卻
以從事婚外性行為而判處「米娜」公開鞭刑。這件案子發生後，巴國司法單位
「再接再厲」，將婚外性行為的刑罰加重到鞭撻十下，外加三年有期徒刑。
358

吳正坤前典獄長(慈賢居士)撰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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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指出，巴國監獄中刑求和強暴情事司空見慣，警察經常恐嚇和侮辱
在監人犯，拳打腳踢、倒吊、電擊或不給食物吃，更是遭拘留者常受到的待遇。
報告中表示，巴國人權紀錄如此惡劣，部分原因在於該國歷經長期的軍事統治，
歷位軍事統治者造就了巴國的「暴力文化」
，軍事統治雖在一九八八年結束，繼
任的文人政府卻一直未能讓該國一億四干萬人民重新享有基本人權。
針對執法人員侵害人權歪風，
「夏瑞夫」總理的法律顧問「安瓦」表示，巴
國政府已體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不過要糾正歪風，恐需花費一段時間，而
且可能困難重重。
在我國東方社會文化，若衍生這件「逆向處罰」被害人之問題，輿論豈不
譁然？還好，畢竟我們是一個「文明」與「文化」兼備的「重視人權」民主國
家。

(73).鎮長犯人359
最近，在土耳其這個國家，有一件獄政奇聞。
即位在土耳其東南部「夏吉卡拉契」小鎮上，其鎮長名叫「歐茲迪米爾」，
這位老兄，白天在鎮長辦公室辦公，晚上則回到「夏吉米卡拉契」鎮監獄服刑。
原因是他觸犯了商務糾紛而被「土耳其」地方法院判處 51 天監禁處分。
因此，這位鎮長大人，每天下午七時在家晚餐過後，即獨自進入位於郊區
的「夏吉卡拉契監獄」囚房，第二天早晨在監獄內，與其他囚犯一樣，吃完監
獄早餐後，即前往市區中心的鎮公所辦公，週末假日不上班的時間，則留在監
獄裡，歐茲迪米爾鎮長，計從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七日入獄服刑，迄一九九九年
一月二十六日可刑滿出獄。
根據「土耳其」刑法，只要非政治犯，高級公務員觸法入獄，有權選擇一
種以勞役代替刑期的監獄，即犯人白天可在獄外從事園丁或織補地毯的工作，
夜晚則回到監獄裡。
在我國，依「外役監條例」第 21 條規定：「受刑人作業成績優良者，得許
於例假日或紀念日返家探視」暨依「監獄行刑法」第 25 條第二項規定予收容人
「特別獎賞」----「返家探視」外，及依相關規定之「返家奔喪」與「就學考試」
等，我國係「大陸法系」國家，現階段之刑罰尚未實施類似「土耳其」之「週
末監禁」暨「夜間監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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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坤前典獄長(慈賢居士)撰 2012/06/28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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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彈性服刑360
最近有關方面責成專家，研究在刑罰上，我國亦採部份民營監獄之可行性。
不過，民營監獄在美國推行之所以順利成功，主要因素在海洋法系國家，
它的法律生活文化背景不同所致。我國與日本係同屬大陸法系國家，
「法情感」
迥然互異，生態文化背景不同，恐怕要經過若干時間與空間之調適，始能克服
一些主、客觀之難題。
例如美國監獄，除了有「民營監獄」外，尚有改良服刑方式。一九九七年
三月廿二日，美國加州殷商「雷諾茲」因酒醉開車被判刑九十天，送進美國加
州「巴沙迪那市監獄」服刑，刑前特向「巴」監申請以「改良式服刑方式」執
行，獲准後，他可以自由選擇每天服刑時間。
他開的一家貿易公司，員工很多，但是他並未告訴他的員工，他即將入監
服刑：因為他每天早上七時向監獄報到，穿上橘黃色囚衣，在獄內做些零工，
下午四時準時「下班」
，離開監獄大門，如此每週一到週五服刑，週六與週日當
然是返家陪家人。神不知鬼不覺，沒有人知道他犯罪在服刑中，他說：
「改良式
服刑讓我的事業與受懲罰，二者皆可圓滿，我每天都回公司辦公室，檢視信件，
處理公司公文，跟員工打招呼，沒有人知道發生了什麼事！」。
不過，改良式服刑方式，收容人每天尚需向獄方繳的 60 元美金，以作為回
鐀金。緣此，美國民權運動者對此也有些微詞。美國民權自由聯盟全國監獄組
發言人「珍妮．甘斯巴洛」即說：
「一個良好的刑事政策，應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不應只適用於那些有錢人或是有好工作的人。」。
同樣是大陸法系的法國，二○○○年，法國參議院通過法國刑罰，可以使
用電子手銬處分犯下輕罪的人犯，以因應監獄裡「人滿為患」的困擾。
法國監獄每年新收人犯有八萬名新囚，在各監獄擁擠情況下，法國司法部
長「杜彭」曾形容這種電子手銬是「西元二○○○年的懲罰方式」
。法國以為歐
洲與美國很多國家做得到，法國跟進有何不可？
這項「電子手銬」適用於判刑一年以下的人犯，它完全由電子電腦控制，
凡一年以下收容人，戴上電子手銬，指定他除在上班與家裡這兩個活動範目以
外，其他地方不能去。且嚴格規定晚上一定時間以內，必需返家，電子手銬曾
自動記錄活動範圍與行蹤，透過衛星監控，無所遁形。
法國刑罰學者認為，這項新方式，既能使犯罪者仍在社會上活動，卻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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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監控，限制他們為惡。

(75).監獄風雲361
由於我國監獄，在法務部矯正署各級長官暨全體獄政工作人員「同心協
力」
，努力堅守於工作崗位，多年來囚情安定，縱然以前曾有「新竹少年監獄」
收容人滋事鬧房等事故發生，比起世界其他國家之獄政管理，我國確切是「太
進步」了。
例如隨便舉個案例：
一九九七年八月廿八日，
「委內瑞拉」最惡名昭彰的「多拉杜監獄」當日發
生嚴重幫派凶殺事件，一個囚犯幫派向敵對幫派痛下殺手，造成 29 名囚犯被砍
死或刺死，另有 13 人受傷。有 7 名遇害囚犯被砍掉了腦袋，另有一些則被砍掉
了手腳，還有幾名囚犯被放火燒死（早先有報導稱被殺的囚犯至少有 42 人，並
有 22 人受傷，經「委」國當局證實為誤傳）。
這起凶案的起因是監獄內一個幫派因其領袖之一遭到一個新近遷入監獄的
敵對幫派謀殺，決定報復。這些人於當日天亮後不久將牢房的鎖打壞，拿著開
山刀和簡陋刀具直奔對方牢房，他們先發出一項假警報，使管理員向對方囚室
展開逐房搜查，迫對方囚犯將武器藏匿起來，按著這群囚犯便進入牢房內向手
無寸鐵的敵對幫派囚犯展開屠殺。
發生械鬥的「多拉杜監獄」位在「委」國首都「加拉加斯」東南方 700 公
里的熱帶雨林區。一名離職的管理員表示，這所監獄所關押的是「委內瑞拉」
最危險的犯人，他們全是禽獸，社會的渣滓。
「委」國監獄以野蠻和暴亂聞名於
世，這次凶案為一九九四年元月委國「薩巴內塔監獄」暴亂造成 109 名囚犯死
亡以來，死亡人數最多的一起監獄事故。
在我國，監獄收容人鬧房是最嚴重的事，類似「委內瑞拉」之監獄內，黑
幫鬥狠廝殺，多人死亡，那可真是「天方夜譚」了。

(76).獄中吃人362
無論是國內外監獄，受刑人毆打受刑人，甚至因而發生命案，倒不足為奇。
一九九六年十二月，俄國西伯利亞地區的一所監獄，竟然發生獄中人犯吃
人犯的離奇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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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際傳真社」同月廿六日報導：西伯利亞一個吃人的死囚被「阿爾泰」
地區法院再判決一次死刑，判決的理由是他企圖再吃另一名囚犯。當年才 24 歲
的「馬斯力奇」於一九九五年因吃人罪被判死刑，一九九六年五月間尚在獄中
等待訴請當時的蘇俄總統特赦時，卻又再度企圖烹食遭他勒斃的同房囚犯。
「國際傳真社」引述法院人員說：
「馬斯力奇」與同房囚犯爭吵後，趁晚間
時將受害人勒斃，挖出他的肝臟，生火打算用一個金屬杯煮食。
「馬斯力奇」在
法院供稱，他希望第二次食人行為能促使精神病專家認定他精神失常，無須為
行為負責，並且可以免除其死刑。他已四度被判謀殺罪。
他和一個同夥去年在另一所監獄中殺死一個囚徒，並將受害者吃掉。他們
告訴法官，他們感到生活乏味，想到莫斯科去看看，希望在莫斯科找精神專家
檢查。
惟此件個案非因飢難耐而食人事件，在當時犯罪學家的研究，曾引起廣泛
的討論，本案徒增犯罪行為犯因的「多因性」與「複雜性」
，足供國內學者參考。

(77).賊性難改363
我國刑法對「竊盜慣犯」或「常業犯」
，除加重其刑外，尚有保安處分之強
制工作，即移送「泰源」或「綠島」技能訓練所，施以技能訓練之感訓處分。
一般而言，竊盜犯在矯正機構服刑，尚能遵守監規，不像煙毒犯，點子特別多，
行刑矯治處分，較難有應對良策。
不過，在此要介紹之獄政趣談是，丹麥這個國家的獄政管理，也有一段「荒
唐」鮮事。
話說一九九七年五月初，位在丹麥首都「哥本哈根」警局，丹麥警方於五
月二日透露：一名 29 歲的受刑人每晚偷溜出牢房到外闖空門，再把行竊的戰利
品一一帶回牢房。
這名犯人因武裝搶劫被判罪，在「哥本哈根」西部的「吉德魯普監獄」服
刑。在一次監獄臨檢時，管理員驚訝地發現他的牢房滿置贓物，價值達六○八
八美元。
「吉德魯普」附近警局的一名警官指出：「這名受刑人每晚都順利逃出監
獄，這座監獄沒有防護高牆，只有外圍一道鐵絲網」
。這名小偷在審判時仍矢口
否認，警方判斷他至少犯案七件以上，不過，這名小偷要求庭上將他移監至守
衛較嚴密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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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件令人難以置信的鮮事，竟然有受刑人在較能輕鬆度日的監獄，
主動要求被移監至管教嚴格的監獄去服刑。也許是這位「賊性難改」的受刑人，
有「偷竊狂」
，無法自制、自主。在我國，若面對此類收容人，恐怕非「臨床心
理師」暨「社工師」個案予加強輔導，似難竟其功。

(78).愛情至上364
在我國，收容人獄中公證結婚，法外施恩，屢傳美談。惟尚未聞有社會上
自由人士，竟然愛上死刑犯之案例。據二○○一年一月四日聯合報第十一版報
導，在美國「北卡羅來納州」，最近卻發坐一則愛的故事：德國女子「黛格瑪．
波辛」在「漢堡」某巴士站的「班尼頓」時裝廣告上看到美國死刑犯「哈里斯」
的照片後一見鍾情，直覺找到今生所愛。於是她不遠千里遷居美國，探監後情
愛更為滋長，還請求獄方讓他倆完婚。因探監時隔著玻璃，兩人至今連手部沒
有碰過，只能如女方所說，「隔著玻璃握手」。且因殺人罪判處死刑的準新郎預
定在二○○一年一月十九日行刑，故請求即將上任的北卡羅來納州新州長特准
暫緩行刑是這對新人僅存的希望。
卅二歲的「波辛」小姐是在前年底對廣告看板上卅四歲的哈里斯死刑犯心
生情愫。班尼頓時裝以美國北卡七名死囚為廣告照片，
「哈里斯」是其中之一。
她說，她立即對智商只有七十幾的「哈里斯」心生好感，從他的眼睛，她直覺
地不是殺手。
一九九年年九月，她首次去探監，十月由德國遷居美國北卡以解相思之苦。
兩人已請求美國獄方准許結婚。不過，時間對兩人極其寶貴。哈里斯因在一九
九一年刺死一名漁夫判死刑，他坦承犯行不諱。波辛小姐每週探監一次，但始
終是隔著玻璃相見。波辛小姐說：
「我們都往好處想，我們仍充滿希望。我們覺
得當真的愛一個人時，就沒有玻璃或他人的阻隔。」早先「哈里斯」在接受美
國前鋒太陽報訪問時說，他會「像個男子漢」面對死亡，而他當然想握一握女
友波辛小姐的手與親吻對方。哈里斯的律師說，暫緩行刑是兩人的希望。兩人
將在新州長該週末宣示上任後提出請求。哈里斯並未提出上訴。律師說，他將
以哈里斯當初的一位律師罹患癌症因此並未做好辯護為由，要求網開一面。陪
審團也末被告知哈里斯的智商只有七十出頭。美國州議會將在二○○一年一月
就一項法案進行辯論，法案禁止處決智商七十以下的人。如果無法暫緩行刑，
波辛小姐說，她將與哈里斯的家人在他行刑前，與他做接觸會面。波辛小姐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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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在行刑當天，在昏暗的目擊室中看著哈里斯死亡。她說：
「他說他們處死他
時，他希望能望著我的眼睛死去。」
惟這件公案，目前發生在美國北卡羅來納州「洛利市」的一座監獄之「愛
情故事」，因後續未再報導，迄今結局如何？不得而知。

(79).動物人格化365
我國「監獄行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
「徒刑拘役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悔
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意指監獄關的是「受刑人」
，其大前提無庸置疑
是「人」。
然而，國外有些監獄，不僅是關「人」，還可關「動物」，固然其監獄行刑
之目的亦是「以使受刑人悔改向上」
，可是「愛屋及烏」
，對於「動物」也予「人
格化」，您說「奇不奇」？
例如：2001 年 12 月 18 日，在非洲的剛果「金夏沙」
，有一隻鴨子因為在「金
夏沙」中央市場偷吃了一塊蛋糕，被關進金夏沙監獄半年之久，結果病死獄中。
賣蛋糕的生意人指稱，鴨子趁他轉身之際偷吃蛋糕，他一怒之下，將鴨子扭進
警局，後來甚至送進法庭偵辦。
法庭宣判，鴨子必須在獄中監禁到它的主人出面賠償為止。無奈主人始終
不曾出面，鴨子終於死在獄中。（註一）
再如：2002 年 11 月 27 日，英國倫敦，有一隻胖兔子從主人家裡偷溜出來，
跑到街上，影響交通，造成倫敦市區交通大亂，結果，警方抓到了牠，將牠在
警察局裡得牢房裡關了數夜。這隻二歲大的胖兔子「可可」
，從主人家的籠子裡
跑了出來，一路上跳呀跳地到了大馬路上，開車的駕駛人看到馬路上竟然有隻
胖兔逛大街，嚇了一大跳，趕緊減速慢行，而造成交通嚴重堵塞。警察接到駕
駛人報案，知道有隻兔子阻礙了交通，立刻趕到現場抓兔子。幾個人高馬大的
警察，在大馬路上與胖兔子「可可」追逐了好一段時間，費了不少心力才抓住
了這隻胖兔。警察把牠帶回警察局，等待主人來認領。警察為了怕胖兔再逃跑
到街上搗亂，只好暫時把牠安置在牢房裡。這隻胖兔子的下場，最後亦是在牢
裡無疾而終。（註二）
妙的是，無獨有偶，同年 12 月 10 日，俄羅斯居然有一頭牛也成了被告！
原來牠是引發一年前一起車禍的罪魁禍首，駕駛人心有不甘，決定與牛爭理，
訴諸法律。
365

吳正坤前典獄長(慈賢居士)撰 2012/06/28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1422
331

話說一年半以前，這頭被告到處亂逛，闖上俄羅斯市區公路，一名倒楣駕
駛不幸撞上了這頭牛，牛雖然受傷，卻已經安然復原，但是這個倒楣的駕駛，
車子被牛撞壞了。他心有不甘，決定控告這頭牛撞壞他的車子，還向牠索取修
車費以及精神賠償，金額總共是七千四百六十盧布，折合台幣大約是七仟三百
元。
牛主人和街坊鄰居都認為法官只聽信一面之詞，判決應該不成立，因此決
定上訴，致這件離奇官司尚未塵埃落定。當然最後這一頭牛，也就病死監牢內
了。（註三）
更荒唐的是；監獄之安全戒護，是要由「人」去擔任，可是 2004 年 12 月 1
日發生在巴西第一大城聖保羅的 4 座監獄，卻不再聘請彪形大漢的警員看守，
反而養殖許多鵝看管監獄，果然有效防止罪犯越獄。據該監獄監獄典獄長表示，
「我小時候家附近有許多野鵝，每當我接近就有一大群鵝追著我到處跑。於是
我突發奇想，用鵝來看管監獄。果然監獄放養這些鵝後，再沒有發生越獄事件。」
這種妙事，真是「見怪不怪，讓它自怪」之獄政趣談。（註四）
惟吾人所疑惑者：上揭於服刑中病死在監獄的鴨子、兔子、牛等「收容人」
，
其「屍體」該獄方最後如何處置？不得而知。
乃依照我國「監獄行刑法實施細則」第 93 條規定：「受刑人在監或移送醫
院死亡，時應注意屍體之保存。受刑人死亡後，應將死亡證明書呈報監督機關」
。
因此，上揭「剛果金夏沙監獄」
、英國倫敦監獄、俄羅斯監獄等是否比照
予鴨子、兔子、牛妥善保存屍體？甚至開立「死亡證明書」呈報其上級監督單
位？因此，若依照總務科名籍，又如何製作其「身分簿」？
此外，依同法第 94 條規定：「監獄應該商請地方機關發給公用墓地，供死
亡受刑人埋葬之用。死亡受刑人由監獄埋葬者，應立石刻記其姓名、死亡日期，
豎立於墓地，並設簿紀錄」
。由於國情互異，設若此鮮事發生在我國，要難予將
此類動物埋葬在公用墓地，也甭「立石刻記」動物名字了。
【附註】
註一：參見 2001 年 12 月 19 日聯合報 11 版
註二：參見 2002 年 11 月 27 日人間福報第 1 版
註三：參見 2002 年 12 月 10 日人間福報第 1 版
註四：參見 2004 年 12 月 1 日人間福報第 1 版

(80).冒警逃走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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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內某離島監獄曾發生人犯強押管理員入舍房而剝其制服換穿，趁
黑夜混逃事件。據二○○一年一月八日中國時報第十一版報導，在美國德州南
部「甘乃迪市」附近之「康那利監獄」
，發生類似戒護事故；二○○○年十二月
十三日，有七名重刑犯，竊得該監戒護人員衣物後，假裝獄政管理人員自監獄
後門混出逃逸。逃犯先在十二月十五日行搶「休士頓」市區一家電子商品專賣
店，劫走一批警用雷達掃描器，用以避開警方的追緝。咸信有人幕後協助他們
躲藏。
據報導，逃犯隨後在耶誕夜下手行搶德州第一大城「達拉斯」近郊「爾文
鎮」的一家體育用品店，搶走大批槍械彈藥、冬季衣物及七萬美元的現金與支
票。當時「爾文鎮」警官「霍金斯」發現搶案予以反應，卻遭歹徒射殺。法醫
驗屍發現「霍金斯」身中十一槍，其中六發射在頭部，中彈點來自不同角度，
顯遭歹徒圍攻，且屍身遭車輛輾過。
據美國警方研判，七名逃犯越獄時有所準備，行搶體育用品店又得手，目
前已擁有四十多件武器，其中有半自動步槍、霰彈槍及步槍。歹徒在越獄時留
下一張字條，上頭寫有「我們跟你們沒完沒了！」的恐嚇字句。而且，七名歹
徒目前並未分頭逃逸，顯已結成匪黨，讓人懷疑他們準備大幹一票。
該七名逃犯共是兩名殺人犯、兩名攜械行搶犯、一名對兒童性侵害犯、一
名連續強暴犯及一名穿窬大盜。目前警方以他們殺害「霍金斯」警官的死刑罪
追緝。而全美捉拿越獄犯行動，罕有持續如本次之久者。警方已懸賞，凡通報
線索而致逮捕任一逃犯者，可得十萬美元賞金。
「達拉斯」區聯邦調查局幹員也
打算以這七人越獄的罪名參與追緝，發言人「貝莉」女士表示，越獄追捕一旦
展開便是全 國行動，不再是一州一地的事。
惟迄今（2001 年） 為該七名逃犯仍在美國德州境內逃竄，目前德州警方已
全面動員，從事該州史上最大的搜捕行動。
所幸，在我國，類似戒護事故能夠單純化，且未久能馬上緝回逃犯，不致
演變為不可收拾之後果。

(81).伊拉克囚犯可花錢買自由367
世界真是無奇不有，在獄政史上，國外某些怪異現象的確也太「八卦」了。
例如一九九九年二月十四日，由「美聯社」駐伊拉克「巴格達」電訊消息，
伊拉克監獄受刑人在至少服刑一半之後，可以花錢買自由，即剩下的刑期以每
367

吳正坤前典獄長(慈賢居士)撰 2012/06/16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funny_info&id=1149
333

年一千美元抵換，易言之，家屬祇要湊足一千美元就可買一年份的「牢獄之災」
，
若刑期剩下二年，即需備二千美元，且不能打折，也不可討價還價。
大家都知道，伊拉克政府在「海珊」的領導下，聯合國復加以經濟制裁，
民不聊生。雖然「刑罰」可以用買賣交替，惟究竟多少伊拉克人，得以用金錢
換取自由，倘不得而知。現在的伊拉克政府員工，每個月的薪水，祇有二點五 O
美元。聰明的伊拉克內閣「生財有道」
，為了現金短缺的政府和伊拉克監獄找財
源，窮則變，變則通，於是想出此「賣刑期」的點子。
伊拉克國營媒體經常報導他們的國家，監獄人犯已超出正常容量的五倍，
前伊拉克勞工社會部長「阿薩葉」就在一九九八年六月，因為透露了伊拉克現
階段監獄環境的惡劣而下台。但是迫於現買壓力，伊拉克革命指導委員會，卻
也在今一九九九年二月上旬，通過以金錢買刑期的措施，令人嘖噴稱奇。

(82).也是苦肉記368
據說，國內監所特號收容人物，且二十餘年前，尚身繫囹圄的「楊 XX」，
曾在束部某監獄執行期間，藉「戒護外醫」而脫逃，「楊」犯所使用的策略，竟
然是獄中「苦肉計」，亦即在甫入監時，即假裝雙腳係患「肌肉無力症」，走路
行動需賴人背扶，緣此「楊」犯從辦「新收手續」迄脫逃前，在監內生活均是
由雜役背負走動，如此「苦肉計」行之半年，天衣無縫，竟然能矇騙該監上下
戒護同仁。乃有一天，該犯哀嚎喊肚疼，戒護同仁以為既然彼雙腳長期無法走
路，即不致脫逃，遂僅帶「手銬」予戒護外醫，果然，該犯到醫院後即藉如廁
而「尿遁脫逃」了。
在國外，也有「苦肉計」案例。
一九九四年八月五日，羅馬尼亞獄政官員說：
「羅馬尼亞監獄的一些囚犯竟
然以鐵釘釘入自已頭殼，企圖逃避做苦工，和躲到醫院去。但真正頭痛的卻是
他們的醫師。」
羅馬尼亞東部「加拉提郡」醫院院長「佛洛林．維薩」醫師對記者說：
「這
是最近突然流行起來的一種怪現象，第一個病例在一九九四年三月間送到我這
兒。」
他說：
「今天我開刀的是第十七個這類病例。這名囚犯現年二十三歲，很難
把他頭內的鐵釘拔出來。因為這根鐵釘已經生繡，而且完全釘入頭內。他們只
選用生鏽的鐵釘，而且還在上面塗上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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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說：
「這種瘋狂行為是從羅馬尼亞布加勒斯特的吉拉瓦監獄開始的。各
監獄的這種情況很多，但沒有正確的統計數字。」
依據羅馬尼亞「加拉提」當地一家報紙報導，當地監獄內當年有十三名囚
犯頭上露出鐵釘。而羅馬尼亞全國的監獄一九九四年，當年共關了四萬五千名
受刑人，由於經費不足，大部分監獄都是人滿為患，衛生情況很差。
羅國司法部獄政司的「史特里安」上校說：
「常常會有囚犯把鐵釘釘入頭內。
沒有人強迫他們這樣做。這可能是一種抗議---不是對社會不滿，就是對自已被
判刑感到憤怒。」
聞此訊息，令人毛骨悚然。還好國內各矯正機構，迄今尚未聞有收容人如
此對自己身體嚴重傷害的案例，可謂國內獄政管理已上軌道。

(83).清涼雜誌369
自從法務部馬前部長英九先生，為獄政「學校化」
、「透明化」、
「合理化」、
「公開化」（按：也有人認為應加一『化』，即是獄政工作人員「最聽話」！）
等四化措施後，各監、院、所收容人不僅掌上型電視、收音機．．．等物皆開
放，就連一般之「清涼秀」雜誌，祇要「新聞局」審查合格，皆列在開放行列。
收容人不僅「大飽眼福」可有「露兩點」之看頭，而且也提昇了「精神食糧」
之內涵，其可說把「教育刑」發揮得「淋漓盡致」。
不過，在開放風氣最先進的美國，一九九六年九月，美國國會卻由「安辛
議員」提議通過「安辛條款」，即禁止監獄當局將一些性暴露的雜誌送入監獄，
即使是受刑人自行購買者也不得其門而入。
惟這件事馬上招來美國「成人雜誌社」合力向法院提出告訴。一九九七年
八月十三日，美國聯邦法官「史波金」是日裁決，聯邦監獄囚犯可看包括「花
花公子」與「閣樓」在內的成人雜誌，而國會立法把鹹濕雜誌摒於監獄門外，
無異剝奪受刑人與出版商獲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保障的權利。
在成人雜誌社合力向法院提出告訴後，
「史波金」法官裁決，指出「安辛條
款」與憲法相悖。「史波金」說，「安辛」等人禁止受刑人觀看鹹濕雜誌，只著
眼於這些雜誌乃以色情取勝，完全未將受刑人更生計劃或對監獄安全可能造成
的影響考慮在內。
「史波金」又說，
「安辛」等人只想到加強受刑人的管束，並未顧及如此做
同時也剝奪了受刑人獲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保障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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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發言人表示，
「檢」方仍在研究是否提出上訴。監獄局的發言人
則表示，他們將遵守法院的裁決。
「花花公子」與「閣樓」雜誌以及美國期刊與書刊協會的律師「凱利」指
出，
「安辛條款」與監獄自一九七九年以來即實施的規定完全背道而馳，過去，
監獄雖也可禁止受刑人看色情雜誌，但只有在獄方考慮它們可能對監獄安全與
紀律構成威脅時才會如此做。
「史波金」在裁決中說，
「安辛條款」並未預留這樣的空間給獄方，逼迫獄
方得主觀禁止一些刊物在監獄內流通。性暴露最明顯的刊物如「花花公子」與
「閣樓」自然在禁止之列，但與此同時獄方卻不禁止受刑人看「運動書刊」的
泳裝版或是「維多利亞的秘密」的女性內衣目錄，似乎自相矛盾。
「史波金」說：「『花花公子』與『閣樓』雖毫無疑問為性表現較為強烈的
雜誌，但沒有理由認為這兩本雜誌不比另兩種刊物能協助受刑人更生。」
不過，在我國監獄，露第三點的雜誌是不被允許寄（送）入的，因此『花
花公子』與『閣樓』雜誌，因為露了第三點，國內各監、院、所迄今尚未准其
寄入。

(84).美國獄政管理370
美國獄政管理，獨樹一格，拯救受刑人，歌劇立大功；
一九九八年十月七日，美國佛羅里達州的監獄高牆背後，當時頻頻傳出優
美的詠嘆調歌聲。
無獨有偶，我國的行政院「文建會」也正努力在監獄高牆背後推動讀書會，
期望用書本變化因犯罪行為被關在監牢裡的人。而佛羅里達州則採用新策略，
首開美國獄政之風氣，推出歌劇作為改革心靈的新工具。
因為該監參加的受刑人相信，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的心靈改一改，似乎頗有
成效。編號 DC 四一○一一號，因販賣運輸毒品人獄的犯人「荷西培德拉」說：
「（唱歌劇）幫你更了解人生。」他與其他的受刑人身著藍色制服。扯開喉嚨練
習「馬斯卡尼」的作品，體會歌劇中的愛恨情愁，生離死別，還有狂喜與大悲。
在獄中唱歌劇，是由佛州監獄的圖書館員「佛德茲」所發起。約廿年前，
有些受刑人跑來問他，除了李小龍的電影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比較有文化氣息的
娛樂。「佛德茲」想到了歌劇，於是高牆後的歌聲就此四起。
目前該監獄中的歌劇社每週六練習一次，並擁有兩百五十多捲歌曲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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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九九八年還得到邁阿密戴德郡文化建設委員會提供三千五百美元獎助
金。一九九四年前，該監受刑人還曾寫了一齣歌劇「失途人」
，說說自己的故事。
該監唱歌劇一方面可以暫離獄中苦悶生活，一方面也把心靈洗一洗。被判
無期徒刑的「培德拉」已服刑十八年，他認為獄中的歌劇訓練改變了他的心，
也改變了他的行為。他最喜歡的作曲家就是「威爾弟」
，因為他的作品裡「總是
有個不錯的情節發展」，而他心目中的演唱偶像則是「卡拉絲」。
該監另一位因傷害罪服刑五年的受刑人「菲立浦」說，練歌劇給了他不同
的人生態度，再也不任意發怒。他說在獄中如果同時有機會打架、哈草（即吸
煙）
、唱歌劇的話，他一定會選歌劇。受刑人以前都以為歌劇只是肥女人的尖叫，
親身接觸後才發現自己的感情在音樂中重新歸位。
還有受刑人參加歌劇社之後，開始接觸歌劇中的世界，也激起學習的慾望。
至少已經有一個人通過考試，取得書記官的資格，但他的願望是進一步為自己
的案子翻案。
其實，在我國，現階段各監、院、所對收容人「戲劇療法」之運用，早已
司空見慣，乃各項話劇、歌舞、相聲，甚至布袋戲，均如火如荼地展開，此與
美國監獄，應有「異曲同功」之妙。我國當代獄政教育刑之努力，值得肯定。

(85).回顧 2003 年世界各國的獄政趣事371
壹、引言
我國刑事司法程序，可分為偵查、審判、執行及更生保護四個階段，監獄
為執行刑罰的場所，其對於防制犯罪、預防再犯等具決定性的作用；乃近年來
法務部「矯正司」為加強犯罪矯正工作，發揮行刑效果，頃積極採取各項科學
的矯正措施，例如不斷的研修監所法規，提昇現代化行刑機關的硬體措施，培
養優秀之矯治人員，改進犯罪矯正之軟體措施（如不斷予量化、質化之考管制
度，以資料考核，制度管理，建立考用合一，質量併重之評鑑制度…：等）
，誠
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致我國「教育刑」的獄政管理，正所以展現出「囚
情穩定」的局面，緣此，乃試撰去年（二○○三年）國外一些獄政趣事，藉以
襯托出我國監獄矯正管理的進步。
貳、二○○三年世界各國監獄趣事
一、不像監獄的監獄：
德國的「綠島監獄」位於「斯圖加特」附近之「史坦翰」（Stammheim）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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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它是世界各國的恐怖份子，寧花費鉅資聘請大律師，併老命也要引渡過去
的「三星級豪華監獄」
，據今年（二○○四）一月四日德國「幕尼黑」傳來之報
導，該監獄的管理制度與硬體設施，簡直是一座「現代化觀光大飯店」
，其管理
的鬆散，爰舉證一例以證之；有一次，受刑人恐怖分子領導人巴德（Andreas
Baader）聘請一位「年輕女律師」蒞監接見，為他辯護蒐集資料，然而居然能夠
在短短的接見探視期間，經常與之發生「性關係」，一九七七年十月，「巴德」
自殺身亡，幾個月後，年輕的女律師卻為他生下遺腹子，不是很荒唐嗎？
二、獄中當皇帝：
據二○○三年十一月七日大陸「江南都市報」報導，
「大連監獄」的一位四
十歲名叫「鄒顯衛」的死刑犯，居然可以在獄中與女獄警發生「性關係」
，且在
買通典獄長「謝紅軍」後，可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同時還在高牆內住
高級套房，專人伺候、召技、乘豪華轎車隨意出入監獄，併在獄方的策劃下，
以裝瘋賣傻方式，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又在外率眾滋事，致一人死亡一人
重傷…。真是荒謬極了。
三、站著睡覺的監獄：
據二○○三年十一月六日，大陸「南方都市報」報導，廣東省內一百四十
四個看守所，有 43 個看守所，收容人因超收，無論白天或晚上，必需「站著睡
覺」。真是「少林武功」。
四、女囚魔鬼營：
據二○○三年十月三十日「路透社」報導，美國亞利桑納州「馬里科帕郡
監獄」
，是人權團體公認的美國最「魔鬼」的監獄；該監有八仟個收容人，犯人
想看醫生，事先要收費 10 美元，每天每人伙食費比餵狗還不如，一天祇准吃兩
餐，一週工作七天，黎明六點上工，頂著「亞利桑納州」夏天高達攝氏 48 度的
酷熱，從事墳場埋死屍的工作，直至日落，五人一組，腳踝上鐵鍊，犯人以「人
間地獄」形容之…。
五、排隊等監獄空位：
據二○○三年六月二十二日外電報導，挪威的監獄是世界上有名的「排隊
監獄」，當法庭上，法官判刑確定後，庭下的犯人，每每詢問法官：「我要等到
什麼時候，可以入監服刑？」，法官皆會很無奈表示：
「不知道，再排隊吧！」。
挪威一九九九年通過「監獄等候名單新法」
，以避免受刑人被迫與他人共用牢房
（按：挪威的獄政管理，一直是人犯的天堂）
，迄二○○三年六月，挪威有二千
七百六十二位「受刑人」
，排隊等候入監服刑。有趣的個案是；有一對恩愛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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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名叫「艾妲」與「山德利」
，兩人在挪威一家「迪斯可舞廳」相識後，即
結婚生子，奈何男方「山德利」四年前被判刑三年，排隊等候四年，直至小孩
誕生已三歲了，入獄前一天，其妻才知道此「荒誕往事」。
六、監獄大火：
二○○三年九月十五日，沙烏地阿拉伯「利雅德」的沙國最大監獄－「海
爾監獄」
，是日發生監獄大火，計有 67 名囚犯葬身火海喪生，20 名囚犯重傷，3
名獄警受傷，火燒了三個小時始撲滅，奇妙的是，迄今尚查不出火災原因。
七、奇特的監獄：
據二○○三年六月十日，外電報導；芬蘭的監獄，囚犯被稱為「客人」或
「學生」
，獄警被稱為「經理」或「主管」，監獄的設施，比照「四星級旅館」，
因此，監獄不設圍欄鐵閘，獄警一律穿便服，不帶槍械，芬蘭監獄犯人數目已
是「歐洲聯盟」成員國當中最少的，芬蘭警力也是全歐最少，不過因為不貪污，
且重大刑案九成都能偵破而樹立名聲，參觀芬蘭監獄可以長驅直入，因為根本
沒有大門與圍牆。奇哉！而印度有一座專關「惡婆婆」的監獄，原來是印度女
孩出嫁，風俗必有豐盛的嫁妝，有些清苦貧民沒有嫁妝；惡婆婆在彼入門，即
開始虐待新娘，近年來，印度政府為了遏止此不良風俗，終於立法禁止強索嫁
妝，可是為了嫁妝，印度「惡婆婆」們，前仆後繼的寧願入監，如今已讓印度
監獄「人滿為患」了。
八、坐牢付費：
美國「維吉尼亞洲」的「費非斯郡監獄」
，自二○○三年一月二十日日起，
凡入監受刑人，一天要繳象徵性一美元的膳宿費。
（因該監核算，一位受刑人一
天的膳宿成本要一百三十美元）。唯「坐牢付錢」，其實在美國已不是新聞，根
據「美國矯正機構協會」二○○二年的統計，美國已經有二十七個州，對囚犯
收取膳宿費，收費範圍從每天五美元至二十五美元不等。而上揭「費非斯郡監
獄」
，雖然區區一天一美元的坐牢費，每年還是可為該「郡」帶來二十萬至三十
萬美元的收入呢。
九、銅牆鐵壁的牢中牢：
據外電報導英國當局，為看管一些惡性重大犯人，已於二○○二年起建，
併於二○○三年啟用，地點選在英國「威克菲爾」當地監獄內，再興建一座安
全性特高的「牢中牢」
，每座八間牢房，建材以壓縮紙板製成（防範人犯挖取作
武器），每棟造價五十萬英鎊，這類「重刑犯」，名單極機密，據稱戒護人員為
一般監獄的數倍；一般監獄人犯一年一人要花兩萬八千英鎊，而關這一類人犯，
339

一年要花五萬五千英鎊，舍房均為「單人房」
，幾乎都是收容重大刑案之暴力犯。
相較我國之重刑犯，也難不倒獄政工作人員。
參、結語
我國之獄政管理，其任務不僅是對收容人施以消極的隔離監禁，以防衛社
會，保障大眾免於恐懼，更重要的是積極對收容人，施以矯正處遇，使他（她）
們「潛移默化」
，回歸社會，不再犯罪。此與上揭國外獄政趣談，不可「同日而
語」也。

(86).「巴西」的獄政管理，是如何的「悲慘」372
1992 年十月二日，巴西聖保羅地區最大的，同時也是拉丁美洲最大的加朗
狄魯監獄是日下午發生監獄暴動，有 200 名囚犯在喋血中喪生，另有 60 人受傷，
其中 25 人為鎮暴警察，此為巴西有史以來最慘重的監獄暴力事件。
暴動起於監獄的第九棟大樓，先有兩名囚犯因古柯鹼問題發生口角，後來
其中一人以鉛管揮擊另一人頭部，群架因此而起。且當囚犯開始焚燒床墊、床
和毛毯後，暴動迅速蔓延開來，警方最後出動 600 名鎮暴警察，才將混亂場面
控制住。
巴西加朗狄魯監獄有過於擁擠的問題，此座監獄原只可容納四干人，但 1992
年該獄中有 7500 人之多，而且犯人從無前科之人至重罪的累犯皆有。人權團體
對巴西的獄政素來不滿，其中尤以人滿為患問題最為嚴重，獄吏施暴的事件也
時有所聞。
最大的加朗狄魯監獄以前也曾發生數起暴力事件。1982 年三月，有十四名
犯人在一場暴動中喪生。1983 年，有 3200 名犯人佔領監獄，最後造成九人死亡。
1996 年三月二十八日，巴西另一座戒備嚴密的監獄裡的囚犯二十八日挾持人
質，以抗議監獄人滿為患，並要求當局提供重型槍械和大馬力車輛，以交換人
質，談判當天繼續進行。
距里約熱內盧西北 935 公里的阿里西德喬尼亞鎮的警官表示，艾格洛監獄
的囚犯要求快速車輛，以兔逃亡時被警車追上。二十至三十名囚犯於二十八日
持木棍和金屬棒挾持四十名前來檢查的官員和電視台人員，以抗議監獄過度擁
擠。囚犯後來釋放十七名人質，換取水和口糧，二十九日晚以瓦斯罐包圍其餘
人員，威脅警方，若衝進來，將引爆瓦斯。
巴西政府於三十日傍晚同意提供 0．38 口徑槍枝和彈藥、二萬美元和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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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以換回十八名人質。其餘五名人質將分乘五部車，由囚犯押同逃亡。但
在午夜約定交換人質前，囚犯改口要比警車馬力強的車，政府答應後，又要求
火力更強的槍。最後結局，還是讓囚犯如願以償。
1996 年五月九日，巴西聖保羅地區，另一座監獄有 53 名巴西犯人利用挖掘
的地下隧道，成功逃出科蘭迪魯監獄，這個聲名狼籍的地方，是拉丁美洲最大、
也是巴西防範最為嚴密的監獄。據報導只有四人被逮捕歸案。這些犯人在九日
破曉時分，從監獄的第七棟房舍開始進行逃亡，這個房舍大都關著毒品走私者
及銀行搶犯。逃犯在房舍內挖了一個零點六公尺寬的大洞，並往下鑽四公尺進
一個長達一百公尺的地下隧道，開始逃亡。
監獄的守衛發現有人逃亡後，立即鎮壓第七房舍，留置了正在等待逃亡的
十七名犯人，隨後搜尋人員捕回了四名逃出者。
搜索人員發現，這個用來逃亡的隧道內設備齊全，包括電線、電燈及通風
設備等，因此判斷挖掘這個隧道起碼有一個月的時間。科蘭迪魯監獄在 1993 年
曾發生暴動，巴西政府派軍隊加以鎮壓，造成 111 名囚犯死亡。
1997 年十二月三十日，巴西東南另一座「索羅卡巴監獄」一批挾持六百多
名人質的囚犯，三十日正準備列出一張要他們釋放人質的要求。聖保羅以西九
十公里索羅卡巴監獄的這些囚犯自二十八日逃獄失敗，造成兩人死亡後，即挾
持著這些人質。獄吏「吉隆」在電話中說，這些囚犯預料將於三十日上午十時
（台北時間三十日晚上八時）向談判代表提出他們的要求。
囚犯與監獄方面二十八日下午展開對峙，據報導，當時有十五名囚犯以私
運進監獄的婦女衣衫喬裝改扮，試圖越獄，結果遭監獄管理人員識破，雙方爆
發短暫槍戰，造成一名監獄管理人員和一名探視服刑丈夫的婦女喪生。聖保羅
省獄政局女官員「唐萊洛」說，在聖保羅以西九十公里的索羅卡巴監獄，前述
十五名囚犯起初挾持了 716 名人質，包括 669 名囚犯的親友與十七名監獄管理
人員。
她說，人質中至少有兩百名兒童，「從嬰兒到十來歲小孩」。這些囚犯稍後
釋放了七十八名犯人的親屬，其中大部分是婦孺。
試圖越獄的囚犯要求獄方提供一輛裝甲車、武器和彈藥供他們逃亡。唐萊
諾說：「我們絕不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
遭殺害的婦女死前為囚犯偷運女人衣衫進入監獄。據當地電台報導，她顯
然還走私了五把槍和數目不詳的手榴彈，而前述囚犯則將這些手榴彈綁在人質
的腳上。不過，該事件在與警方僵持七小時後，透過「移監」與「轉舍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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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終告平息，惟該年（1997 年）巴西在聖保羅東部地區，約有七十個監獄曾
發生暴動。總部在紐約的非政府人權觀察組織曾表示，1997 年巴西各地監獄內
的情況依舊未符合國際標準，尤其是監獄中衛生不良，人滿為患。
無獨有偶，於 2004 年 5 月 30 日巴西又發生一件瘋狂的監獄大暴動；事故
之肇因，緣於巴西「里約熱內盧」之「班菲卡監獄」
，當日有十四名受刑人，配
合守候在獄外接應之廿名武裝同夥的協助下，企圖越獄；守衛之獄警發現而加
以攔截時，越獄不成的受刑人便攻擊獄警，奪下警槍，把廿六名獄警及行政人
員劫為人質。暴動中死亡的受刑人；分屬於「里約市」的敵對幫派份子；因為
屍體被損毀得很厲害，包括斷手斷腳梟首，所以法醫要辨識死者身份，相當困
難。據里約市官員表示，這場暴動另有近廿名犯人受傷送醫。暴動持續三天後，
巴西警方答應人犯要求，同意把分屬不同幫派的受刑人，分開監禁，同時以飛
機載來一名牧師參與談判，三十一日晚間暴行結束。而巴西監獄暴動及受刑人
逃獄現象，已是司空見慣的事，國際人權團體經常批評巴西監獄監禁人犯太多，
凌虐案件頻傳。另外，巴西監獄內很多幫派分子，他們躲在監獄內，利用手機
遙控從事販毒工作。據巴西聯邦政府司法部長「巴斯托斯」表示，聯邦政府正
在挹注資金給予各州，希望能改善獄政，只是一夕之間無法奏效。同時為「班
菲卡監獄」之悲劇事件向罹難者家屬致歉，但他強調，要改革多年來獄政上所
累積的弊端，沒有立竿見影的處方。
綜觀上述報導，從 1992 年迄 2004 年，巴西之監獄即發生一連串的重大戒
護事故。比起我國，在人力、物力短缺下，全國獄政工作人員「同心協力」，迄
今長期囚情安定，功不可沒。
機構內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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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意：對於受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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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之意：對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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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都是「處遇」之對象。
假釋與善時制度：
所謂善時制度乃指的是法官所宣告的刑期，在執行時，可因受刑人的表現優異，
而得以縮短刑期之謂，因為刑期是否縮短，完全視受刑人的表現而定，也因此
被稱為善行制度，或者自己縮短刑期制。目前我國假釋的重要依據，即累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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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制度，是根據此善時制度而來，即根據受刑人 的表現逐級升等，以作為假釋
的重要依據，以免使假釋判斷流於主觀，且可鼓勵受刑人積極改過。但是此種
制度有一先天缺點，即受刑人可能為求出獄，而僅是表面向善，尤其是常造出
監獄者，且由執行機關來判 斷，難免流於恣意，甚至有侵害法官權力之疑慮。

(87).這些年不斷超收的監獄373
今年 8 月初外電報導[1]，現今美國加州州立監獄有慢性超收之狀態，基於美
國最高法院的「需將受刑人移送至郡立監獄等命令」
，州當局現今非常苦惱。加
州當局因其郡立監獄收容能力已接近極限，因此要求聯邦司法當局得免除「減
少約一萬之受刑人」之命令。
但聯邦法院專家則認為，若不實行減少收容計劃，州長則會被論以侮辱法
庭罪，最高法院最後也拒絕了州的該項要求。取而代之的做法是輕罪犯罪人刑
期將會被縮短，亦有提早釋放之可能，居民對此相當不安。由此不難理解到目
前美國監獄超收之狀況已經造成行政與司法部門之間的角力，並影響到刑事政
策的走向。
在台灣，我國監獄行刑法第 1 條規定：
「徒刑、拘役之執行，以使受刑人改
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明示我國係採犯罪預防理論，透過教化方式，
以達預防犯罪之目的。監獄超收之問題，不但無法達成監獄設置目的，更積極
侵害收容人之基本人權。
以下將簡單介紹各國目前監獄超收現況、超收所伴隨的問題，並嘗試提出
可能解決之道。
日本國超收的現況及超收原因；依日本法務省平成 24 年犯罪白書資料[2]，
刑事設施（包含：監獄與看守所）的收容率雖然從平成 5 年起至 14 年間大幅上
升，但從 17 年起開始下降，於 23 年末，目前收容人數有 9 萬 547 人，全體收
容率為 77.2%（已執行者占 85.7%，羈押中被告占 43.0%），其中超收的設施，
大約占了 7.8%。女性收容人部分則是因為 23 年時新設了許多收容舍房，因此收
容率有下降之趨勢（已執行者占 108.7%，羈押中被告占 40.3%）。
美國之現狀，本則報導指出美國加州監獄預定收容總數約為 8 萬人之 33 間
監獄，目前實際收容人數約為 14.4 萬人，收容率為 180%，其大幅超過預期收容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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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本文作者洪士軒，台灣監所改革聯盟成員。2013/09/02
http://www.corrections-cca.org.tw/index.php?do=new_knowledge_info&id=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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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國，依監察院於 2010 年之《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
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中指出，民國 88 年至 98 年間近 10 年來之平均總
收容人數為 58,444 人，平均超額收容人數為 5,924 人，超收率為 11.25%。
由以上資料顯示，各國監獄與看守所中或多或少都有超額收容之現象。而
造成該現象之最主要原因即是「監獄及看守所收容額有限，難以容納大量犯罪
人口。」同時，
「擴建或新增收容處所實屬不易」與「法律或刑事政策修正造成
犯罪大量產生」亦是目前超收現象無法解決的因素。
超收所帶來的問題；超額收容最直接的影響是造成空間上的擁擠，依據審
計部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去年底我國矯正機關收容人 66000 餘人，超收 11000
人，平均每位收容人僅分到 0.4 坪空間，比一塊約 0.5 坪傳統塌塌米還小，近期
又因《軍事審判法》修法，軍事監所人犯移監到一般監所，使得空間擁擠現象
更顯著[3]。
監獄行刑法第 48 條規定：
「監獄內應保持清潔，每半月舉行環境衛生檢查
一次，並隨時督令受刑人擔任灑掃、洗濯及整理衣被、器具等必要事務。」空
間上的擁擠易造成環境難以維持房舍整潔之需求，同時亦使資源困窘的監獄衛
生醫療更加短絀[4]。
令獄所方最為在意的是，環境擁擠容易使受刑人產生心理壓力，並易產生
暴行、暴動、脫逃、自殺等戒護事故。依據日本平成 19 年（2007 年）犯罪白書
統計資料，平成 9 年之被收容人負擔比例（全體刑事設施一日平均收容人數除
以該年度矯正管理人員數）為 2.93，但於平成 18 年即上升至 4.48，最終所造成
之結果是戒護人力無法負荷，成為監所管理安全上的重大隱憂[5]。
應急措施：機動調整移監、善用緩刑與罰金刑；關於超收問題的解決方式，
在本文一開始的報導中指出，美國加州監獄（預定收容總數為 8 萬人之 33 間監
獄。目前收容人約 14.4 萬人，收容率為 180％）針對除了殺人、強制性交、放
火、瀆職等重大犯罪外，將約 2.4 萬受刑人移送至約 50 個郡立監獄。也就是說，
將人犯移往收容率較低的郡立監獄（但事實上亦處於超收狀態，只是超收狀態
較不嚴重），以暫時舒緩過於擁擠的州立監獄。而我國監察院所提出的報告中，
亦指出「得視各地區矯正機關收容現況，密集辦理機動調整移監，從超額收容
比例較高之機關調整移出收容人，至超額比例較低甚或尚未達核定容額之機
關，以紓解部分矯正機關過度擁擠之情形。」
但以機動調整移監的方式來降低「形式上的收容率」
，也僅只是美化各監獄
收容率，而對於現今監獄整體超收狀況僅能「治標」，而並非「治本」良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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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可能解決超收問題的方式則是善用刑事訴訟制度上緩起訴制度、緩
刑制度、罰金刑，建立矯正機關總量管制機制。監察院的報告中也指出芬蘭以
運作容額為其收容之上限，如超額收容時，即使用假釋釋放制度[6]與轉向處遇（罰
金刑），以保持監獄收容空間使用的順暢及保障受刑人生活品質。
長期政策：廣設監獄、導入「PFI」模式監獄；欲解決超收問題的最直接的
方法即是增加收容空間。但正如同前面所述，擴建或新增收容處所之困難處在
於不僅國家無多餘預算，且遭受鄰近地區居民之反對。因此這個理論上最簡單
的解決方式在現實面上卻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英國欲解決監獄收容過剩，導入「PFI」概念（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之
縮寫，其為活用民間之資金、經營能力與技術能力而參與公共設施之設計）而
建造監獄並開始營運，日本亦於近幾年來開始跟進。其目標在於善用民間豐富
的資源網絡，一方面不僅與當地社區達互利共生而減少排斥監所之效果，另一
方面即可對於更多受刑人展開更有效的處遇方式與計畫，從這個觀點而言，即
會達到再犯防止的目標，亦得有效減少受刑人數目，過剩收容與收容環境之改
善等問題似可一次解決。
小結：監獄過剩收容問題所帶來的啟示；不知道是幸還是不幸，當一旦監
獄發生過剩收容，監獄內不合理的規定與資源的匱乏的現象被突顯出來，黑暗
不被外界所知的監獄才有「見報」的一日，監獄改革才有機會引起民眾注意。
而在引起民眾關注之下，如何妥善處理高監禁率所帶來的監所擁擠，更是
成為目前刑事司法系統急需面對且無法逃避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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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隔離愛滋受刑人，監所恐涉歧視374
美國南卡羅萊納州日前宣布，未來愛滋感染者受刑人，將不再與普通監獄
的犯人隔離。台灣也有民間團體表示，希望台灣的監所未來也能不再隔離愛滋
受刑人。
美最後 2 州將廢除；7 月稍早，美國南卡羅萊納州的矯正局發言人紐桑
（Clark
Newsom）表示，預計在未來 6 個月內會取消隔離政策。美國民權聯盟（ACLU）
的南卡羅萊納州法務主任鄧恩（Susan K. Dunn）表示，隔離愛滋受刑人，無助
於愛滋防治，是不必要且無效的作法。她說，廢除這項帶有污名的過時規定，
是人權上一大勝利。
目前除了南卡羅萊納州，仍在實行隔離監禁的只剩阿拉巴馬州。先前美國
民權聯盟曾提出告訴，聯邦法庭也做出裁決，要求今年 12 月以前停止隔離的作
法，但目前仍在上訴中。
在台灣，目前監所仍採隔離管理，將愛滋受刑人與一般受刑人分開。走進
監所、服務愛滋受刑人有 16 年歷史的台灣露德協會表示，只要對愛滋有正確認
識，了解在正常狀況下無傳染之虞，其實就曉得沒有隔離的必要。而且，取消
隔離的重要性在於，能盡早協助愛滋收容人回歸正常的社會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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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立報【記者李威撰台北報導】2013 年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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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參與憂不足；露德協會理念推廣組長楊家琪表示，以往的監所人員，
對愛滋感染者多有擔憂，但因為近年的努力宣導，已有相當大的改善。監所人
員不僅知道不會有傳染問題，他們與愛滋受刑人之間也都相處得不錯。目前比
較主要問題，在於受刑人難以參與勞動。
台灣世界愛滋快樂聯盟的社工組長施盈宜表示，愛滋受刑人在監獄裡的生
活比較乏味，在房舍裡經常無事可做，僅能做些像是看書之類的活動，若能參
與勞動，可避免無聊的狀況發生。現在，獄中有機會參與勞動的愛滋感染者，
主要以手工工作居多。 但施盈宜表示，愛滋受刑人在監所裡是否有工作機會，
要視各監所的狀況而定，不是所有監所都有設置愛滋受刑人的工廠，高雄監獄
及高雄第二監獄就沒有。
談到是否該解除隔離，施盈宜認為需要再做進一步思考。隔離雖有標籤化
及歧視的問題，但她同時也擔心，缺少隔離恐有隱私不保的問題。她舉例，有
些愛滋收容人是毒癮者，若取消隔離，在獄中遇到過去同伴，恐有感染者身分
洩漏的問題。在隱私的問題上，露德的楊家琪表示，在解除隔離初期階段，可
以思考配套辦法，避免隱私洩漏的狀況發生。她表示，愛滋感染者的身分依法
是不能洩漏的，其他獄中犯人是不會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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