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獄政治理篇

第　　　篇1
本 篇 以「 治 理 」 為 名， 並 非 全 然 恰 當， 除 了 因 為 治 理 的 概 念 在 公

法學、公共政策、哲學等不同學門所概括的涵義均不盡相同外，主要在
於其實整部監獄行刑法都應該是治理的運作　　如同福柯的治理性概念
（gouvernementalité）。而在此之所以僅取出戒護、作業、保管、賞罰與
賠償這四個主題的原因，係在於此四個環節中，因為淺顯易見的高權行政特
質，最能為一般人所理解。簡單的說，因為這些主題強制性的「硬實力」外
觀，較易使我們瞭解國家權力如何運作。當然，這是一個尚稱粗糙的劃分，
並不代表這些主題裡就全然沒有其它篇所涵蓋的元素，但至少主題的精神
上，赤裸洋溢著「治理」的味道（下圖借用法國哲學家 Foucault 的學術語言，
來表示本篇歸類成章的內涵目的所在）。

■保管　對外來的財產控制或剝奪（隔離原則完整發揮的關鍵）

■戒護　嚴密戒護（全景敞視 panopticisme）

■作業　遂行勞動生產，製造出服從（法律）、有價值（經濟）的身體

■賞罰　最裸露的規訓權力技術（也是心理學的制約技術）

也因為本篇國家權力展現的淋漓盡致，因此成為監獄行刑法考試裡最重
要、基本的幾個主題，放在第一篇，除了筆者認為此是瞭解監獄本質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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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於考試用書的立場，在時間不足時，前面的幾頁總是比較容易看到的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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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獄政治理篇

Topic1戒護Ⅰ
天災　　水火風震

事變　　戰
時機

依應變計畫實施（監刑細則§34）

必要時軍警協助（監刑§25Ⅰ）

受刑人分任工作（監刑§25Ⅱ）　　傷亡時慰問金之發給（監刑§35）

護送於相當處所（監刑§26Ⅰ）

不及時暫行釋放（監刑§26）

書面通報或電話（監刑細則§34）

死亡脫逃之財物（監刑§73）

有勞績者給獎賞（監刑§74Ⅲ）

事發處置

事前防範（監刑細則§34）　　應變計畫、定時演練

天災事變之戒護

（監刑§§25、26）

須使用武器之戒護（監刑§§22、23、24）

非常戒護

平時戒護　　不論晝夜（監刑§21）

外役監（外役§21Ⅰ、外返辦法）

特別獎賞（監刑§75Ⅱ）
行狀良好返家

一般監獄（監刑§§26-1Ⅰ、26-1Ⅱ）

外役監（外役§21Ⅱ、外返辦法）

第一級少年（行累§29Ⅰ）

特別事由返家

書面通報或電話（監刑細則§34）

死亡逃脫之財物（監刑§73）

有勞績者給獎賞（監刑§74③）

事後處理

返家探視（監刑§26-1）　　種類

監外作業（監刑§27Ⅱ、監外作業辦法）

戒護外醫（監刑§58）

特別戒護

種類

勤務配置（監刑細則§28Ⅰ）

女監勤務（監刑§12Ⅱ、監刑細則§33）

注意事項（監刑細則§28Ⅱ）　　人道、掌握、門衛、舍房、工廠、門戶、武器、解送

戒護勤務

告知先行

高度謹慎及書面報備
程序（監刑細則§32）

種類　　警棍槍械

注意事項（監刑§24但）不得逾必要程度

得使用情形（監刑§24Ⅰ）　　強暴（監刑細則§31Ⅰ）、

持有（監刑細則§31Ⅱ）、聚眾、劫奪、脫逃、管理人員受危害

攻擊型

（監刑§24）

防禦型

（監刑§§22、23）

有脫逃之虞

有自殺之虞

有暴行之虞

有其它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原則應報備

例外先使用
程序（監刑§23）

得使用情形

種類　　腳鐐、手梏、聯鎖、捕繩

注意事項（監刑細則§29）無必要、一星期、醫師、

2種、反梏、重量

四種戒具（監刑§22）

鎮靜室（監刑§22、監刑細則§30）

固定保護（行執§37、85.3.6強化戒護及醫療管理實施計畫）

戒護武器

（監刑§§22、23、24）

一般監獄第一級受刑人（行累§28、眷住辦法§2）

外役監受刑人（外役§9Ⅱ、眷住辦法§2）

受特別獎賞者（監刑§75Ⅱ、獎賞辦法§3）

與眷同住（監獄受刑人與眷屬同住辦法）

就學（外出辦法§3）職訓（外出辦法§4）

公益價值（外出辦法§5）

釋放準備

符合各款有必要（監刑§26-2Ⅰ）

執行三月行狀善良（監刑§26-2Ⅰ、外出辦法§2）

無不得外出情形（監刑§26-2Ⅲ）脫、累、假、罪、感訓、他

要件

意義

程序（外出辦法§6、監刑§§10、11）

限制（監刑§26-2Ⅳ、Ⅵ、外出辦法§§9、14）

應遵守規定（外出辦法§7）

撤銷或獎勵（監刑§26-2Ⅴ、外出辦法§8）

未回監之效果（監刑§26-2Ⅵ、外出辦法§15）

外出制度

（監刑§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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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 監獄行刑法 解題書

天災　　水火風震

事變　　戰
時機

依應變計畫實施（監刑細則§34）

必要時軍警協助（監刑§25Ⅰ）

受刑人分任工作（監刑§25Ⅱ）　　傷亡時慰問金之發給（監刑§35）

護送於相當處所（監刑§26Ⅰ）

不及時暫行釋放（監刑§26）

書面通報或電話（監刑細則§34）

死亡脫逃之財物（監刑§73）

有勞績者給獎賞（監刑§74Ⅲ）

事發處置

事前防範（監刑細則§34）　　應變計畫、定時演練

天災事變之戒護

（監刑§§25、26）

須使用武器之戒護（監刑§§22、23、24）

非常戒護

平時戒護　　不論晝夜（監刑§21）

外役監（外役§21Ⅰ、外返辦法）

特別獎賞（監刑§75Ⅱ）
行狀良好返家

一般監獄（監刑§§26-1Ⅰ、26-1Ⅱ）

外役監（外役§21Ⅱ、外返辦法）

第一級少年（行累§29Ⅰ）

特別事由返家

書面通報或電話（監刑細則§34）

死亡逃脫之財物（監刑§73）

有勞績者給獎賞（監刑§74③）

事後處理

返家探視（監刑§26-1）　　種類

監外作業（監刑§27Ⅱ、監外作業辦法）

戒護外醫（監刑§58）

特別戒護

種類

勤務配置（監刑細則§28Ⅰ）

女監勤務（監刑§12Ⅱ、監刑細則§33）

注意事項（監刑細則§28Ⅱ）　　人道、掌握、門衛、舍房、工廠、門戶、武器、解送

戒護勤務

告知先行

高度謹慎及書面報備
程序（監刑細則§32）

種類　　警棍槍械

注意事項（監刑§24但）不得逾必要程度

得使用情形（監刑§24Ⅰ）　　強暴（監刑細則§31Ⅰ）、

持有（監刑細則§31Ⅱ）、聚眾、劫奪、脫逃、管理人員受危害

攻擊型

（監刑§24）

防禦型

（監刑§§22、23）

有脫逃之虞

有自殺之虞

有暴行之虞

有其它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原則應報備

例外先使用
程序（監刑§23）

得使用情形

種類　　腳鐐、手梏、聯鎖、捕繩

注意事項（監刑細則§29）無必要、一星期、醫師、

2種、反梏、重量

四種戒具（監刑§22）

鎮靜室（監刑§22、監刑細則§30）

固定保護（行執§37、85.3.6強化戒護及醫療管理實施計畫）

戒護武器

（監刑§§22、23、24）

一般監獄第一級受刑人（行累§28、眷住辦法§2）

外役監受刑人（外役§9Ⅱ、眷住辦法§2）

受特別獎賞者（監刑§75Ⅱ、獎賞辦法§3）

與眷同住（監獄受刑人與眷屬同住辦法）

就學（外出辦法§3）職訓（外出辦法§4）

公益價值（外出辦法§5）

釋放準備

符合各款有必要（監刑§26-2Ⅰ）

執行三月行狀善良（監刑§26-2Ⅰ、外出辦法§2）

無不得外出情形（監刑§26-2Ⅲ）脫、累、假、罪、感訓、他

要件

意義

程序（外出辦法§6、監刑§§10、11）

限制（監刑§26-2Ⅳ、Ⅵ、外出辦法§§9、14）

應遵守規定（外出辦法§7）

撤銷或獎勵（監刑§26-2Ⅴ、外出辦法§8）

未回監之效果（監刑§26-2Ⅵ、外出辦法§15）

外出制度

（監刑§26-2）

這是一本監獄行刑法解題書-第1篇.indd   4 2013/9/17   下午 05:45:30



1-5

第1篇  獄政治理篇

監獄在何種情況下得使用警棍和槍械？有何條件和限制？請依相關法令

說明之。（25 分）

【98 監獄官（三等）】

1.1.1 七武器　　考型一：攻擊型 考 . 古 . 題

關 鍵字 Keyword.

警棍、槍械 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

條件、限制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31、32 條。

寫 在前頭 Analysis.

監獄行刑中之七武器　　警棍、槍械、手梏、腳鐐、聯鎖、捕繩、固定

保護（答案千萬不要寫折凳……那是周星馳「食神」才有的）；又可分為攻

擊型 2 種與防禦型 5 種。攻擊型（監刑 §24）　　警棍與槍械，防禦型（監

刑 §22）　　手梏、腳鐐、聯鎖、捕繩 4 種戒具，外加行政執行法第 37 條

之固定保護（床）。以上分析可得三種考點，本題是考型第一種。

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之口訣：惡死→很壞，所以要用攻擊型武器。

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之六款關鍵字口訣：暴棄（氣）眾（中）幫脫身。

架 構整頓Outline.

務必熟記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的六款事由，以作為答題支幹。

這是一本監獄行刑法解題書-第1篇.indd   5 2013/9/17   下午 05:45:30



1-6

 這是一本 監獄行刑法 解題書

答答答 Answer.

本題字數 982答

第一閱
分　數

題
號

第二閱
分　數

㈠警棍與槍械之使用目的

本條之立法目的兼具壓制性與防禦性 1，以達到保護監獄

及所有人員之安全，及避免戒護事故迅速蔓延造成重大

而難以回復的傷害。一般而言，實務上僅以警棍作為隨

身武器，而槍械則均於械彈庫中妥善保管、備用。

㈡得以使用之情形、條件

依據監獄行刑法（下稱本法）第 24 條，監獄管理人員使

用攜帶之警棍或槍械，以下列事項發生時為限，但不得

逾必要之程度：

1. 受刑人對於他人身體為強暴或將施強暴之脅迫時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 A，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為強暴或將施強暴之脅迫時」，係指受刑人

對於他人之身體，已施有暴力（不以腕力為限），或

雖未施暴而已有施暴之脅迫行為發生，非使用警棍或

槍械無法加以防止而言。

2. 受刑人持有足供施強暴之物，經命其放棄而不遵從時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款

1	 此處為已故李清泉教授之說法，其認為第 1、2 款為壓制與防禦兼具，第 3、4 款為壓
制性目的，第 5、6 款則為防禦性目的。而我們從條文上確實可見其對於使用時機前置
化的情形（相較於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的判準），足見李教授見解精闢之處。

A. 在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2 項中，對於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1、2 款

有補充性解釋，可稍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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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獄政治理篇

2	 監獄管理人員與警察人員同為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所受之保障自不應有所不同，
是以參照警械使用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於民國 82 年增訂第 6 款規定，以確保其
於自身安危受威脅時，得以自保。

3	 實務上根據本條，及不用錢的最貴之行規，使用完畢後是要付出代價滴　　寫報告，
ㄎㄎ。

所稱「足供施強暴之物，經命其放棄而不遵從時」，

係指受刑人持有足以實施強暴之液體、氣體、固體或

其他化學物品，經命其放棄，而仍不放棄之事實發生

而言。

3. 受刑人聚眾騷擾時。

4. 以強暴、劫奪受刑人或幫助受刑人為強暴或脫逃時。

5. 受刑人圖謀脫逃而拒捕，或不服制止而脫逃時。

6. 監獄管理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危害或

脅迫時 2。

㈢限制及注意事項

除了本法之規定外，吾人尚須注意「必要性」，亦即應

以侵害最小手段為之，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監獄

管理人員使用警棍或槍械，應注意下列之規定：

1. 告知先行原則

使用警棍或槍械，應事先警告，但情況急迫者，不在

此限。使用警棍或槍械之原因已經消滅者，應即停止

使用。

2. 高度謹慎與書面報備原則 3

使用警棍或槍械，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使用後應

將經過情形報告長官，並函報法務部。

㈣效果

依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在必要的情形下，監獄管理人員

依同條第 1 項規定使用警棍或槍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

行為，其法律效果依刑法第 21 條，不罰。

A. 在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2 項中，對於監獄行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1、2 款

有補充性解釋，可稍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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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 監獄行刑法 解題書

受刑人在何種情形下得施用戒具？當施用戒具時應注意那些事項？戒護

人員可否在沒有監獄長官命令的情形下施用戒具？請依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

細則詳述之？若某受刑人不服施用戒具之處分，經向監獄典獄長及監督機關

提起申訴，均被認定為無理由，論者有以為受刑人如不服監督機關之決定，

應得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敘述該論點對於監獄行刑工作之可能利弊？（25

分）

【94 監獄官（三等）】

1.1.2 七武器　　考型二：防禦型（戒具） 考 . 古 . 題

關 鍵字 Keyword.

戒具 監獄行刑法第 22、23 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

申訴 監獄行刑法第 6 條。

訴訟
目前監獄行刑法並無此規範，因此重點仍在理論上的討論，但近年的釋字第
691 號解釋，已將趨勢點明，答題須特別注意。

寫 在前頭 Analysis.

1. 這是七武器系列的考型第二種　　四種戒具，戒具係對於人身自由侵害極

大之工具，說簡單一些是不得已之惡，或稱之為「非常戒護」，當然使用

上須十分謹慎，因此在戒具的種類上，我國的監獄行刑法是採「戒具法定

主義」，在監獄行刑法第 22 條第 1 項將使用之時機明定；第 2 項則更明

定其種類以該四種為限。但早期實務便宜行事，有許多其他的規避方法，

諸如口黏膠布、塑膠繩、童軍繩、皮鞭蠟燭（這個是亂講的）……，基本

上均是違反立法者所設定的戒具法定主義，比較有疑義的是，近 10 年來

實務所廣泛使用的「皮手梏」（皮製手梏，常用於精神病患者），多了一

個皮字，究竟是否為法定戒具？實際而言，皮手梏若能正常使用，比起鐵

製手梏，對於身體的傷害性自然較低，然而卻因其與法律上用字有所出入

與外觀上些許變態（長得醜不是它的錯），再加以近年來受刑人人權提

升，而不斷受到社會團體、法律學界與政治力量的衝撞。因此在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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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實務已經有書面 4 指其為非合法戒具（技巧性的從重量不符合的角

度採取限縮解釋，否則單就法條文字而言，即是梏字，木製手梏 5 豈非更

不人道？），皮手梏可能將走入歷史（筆者對於若未來修法，該種戒具是

否可能入法亦採較為悲觀的看法 6）。

2. 至於監獄行刑法第 23 條施用程序，是採「原則核准，例外於緊急時報備」

的規範模式，以使謹慎性與機動性能夠兼具。

3.本題不但出得好，更可能是未來的實務討論趨勢，三、四等均應多加留心。

監獄行刑法第 22 條（2×2=4 種戒具）

監獄行刑法第 23 條（兩閃，監獄長官都是兩條槓的）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六款口訣：0 1 1 2 3 5（數學：費波那西數列）

0（無必要）、1（一星期）、1（醫）、2（兩種以上）、3（手腳連梏的形狀～

自行想像）、5（2kg+3kg）

架 構整頓Outline.

㈠既然是法律限定，就應多加描述監獄行刑法第 22 條法條上的名詞

1. 脫逃、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

2. 腳鐐、手梏、聯鎖、捕繩

㈡監獄行刑法第 23 條：程序的重要性

㈢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注意事項

㈣訴訟利弊→以釋字第 691 號解釋作收尾

4	 最新的函釋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法矯署安字第 10204002670 號，明令禁止使用皮手
梏。

5	 圖請見周星馳「九品芝麻官」。
6	 鄰國已有被濫用而致死的案例，著名的 2002 年日本名古屋監獄事件，收容人因為腹部

被綑綁了皮手梏而導致死亡，同年 9 月又有收容人因皮手梏的濫用而受傷送醫。兩起
事件共有四名名古屋監獄矯正職員被以公務員凌虐罪起訴；法院認定其以懲罰目的而
使用，判決確定。嗣後也造成日本歷經百年的監獄法規之大翻修。

這是一本監獄行刑法解題書-第1篇.indd   9 2013/9/17   下午 05:45:30



1-10

 這是一本 監獄行刑法 解題書

答答答 Answer.

本題字數 1539答

第一閱
分　數

題
號

第二閱
分　數

㈠得使用之情形

依監獄行刑法（下稱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受刑人有脫

逃、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時，得施用戒

具或收容於鎮靜室。所謂：

1. 有脫逃之虞

即受刑人有以不法行為脫離監獄或戒護人員而回復自

由之可能性。

2. 有自殺之虞

即受刑人有意圖戕害自己生命以求解脫之危險性。

3. 有暴行之虞

即受刑人有使用有形力直接或間接攻擊他人或物品之

行為之危險性。

4. 其他擾亂秩序之虞

例如受刑人對於自己身體或健康加以損傷之行為、舍

房鬧房、騷動等。

㈡戒具之種類

1. 腳鐐：為拘束受刑人雙足之一種戒護器具。

2. 手梏 A：為拘束受刑人雙手之一種戒護器具。

3. 聯鎖：為互相連結而圍鎖於受刑人腰間之一種戒護器

具，常在外出作業時使用之，以圍鎖於人犯腰間並互

相連結，防止脫逃。

A. 別寫錯字囉！法條用字是「木告」。

B. 在 69 年度台上字第 3062 號判決內容中曾出現：「對受刑人施用戒具與否，應由典獄長

決定，……」其實實務上之戒具施用表核章是到典獄長的層級，依此而論，判決見解在

法律解釋上，並無違誤。不過後來實務上曾以函令將監獄長官解釋為典獄長及其授權人

（戒護科長、督勤官）。考試建議應從實務及教科書之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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