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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刑處所 

本法第 2 條規定，處徒刑拘役之受刑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執行之。 

處拘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 

《內容說明》 

本本本本受自自自本本自受自受本本自本自自自本本本本改本改本本本本自改  

過過過於犯罪人的刑罰執行過 所，均以身體刑死刑以及流放刑為主，監獄僅改定位為羈

押犯罪被告的過所。 

自 18 世紀以來，以人道觀念為出發點及司法改革的思潮高涨，上述的殘忍刑罰制度頗

受批評，而當時扮演羈押被告角色的監獄，由於能達到傳統刑罰威嚇、隔離的功能，並

伴隨著犯罪學的演進，發展至今已成為執行刑罰之主流。 

本條第本項規定處拘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本，即符本本世紀犯罪學實本學本所主本

「個別化處遇」之具體表徵：由於刑罰之制裁係根據犯罪人犯意程度由法官斟科，處拘役

之人應較處徒刑之人犯罪惡性輕微，若本者一起執行，恐惡性相互感染，過於受刑人難收

矯治之效，因此特別明定要「分別監本」為宜。茲就徒刑與拘役之差異，分述如下： 

區別 拘役 徒監 

期間不同 

一日以上六十日未滿，遇有加

重時，得加至一百二十日（刑

§）（刑§33 第 4 款）。 

有期徒刑，依刑法之規定，最短二月，

最長十五年。遇有加減，得減至二月未

滿或加至二十年（刑§33 第 3 款）。 

效果不同 
拘役執行完畢後再犯，不發生

累犯問題。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罪者，為累犯。 

適用累進處遇

不同 
不適用累進處遇制度。 適用累進處遇制度。 

適用假釋不同 不適用假釋規定。 適用假釋之規定。 

重點彙集  

本所所本本所改  

國家行使公權力，為自由刑執行場所而拘束犯罪人身體自由權的公營造物。 

監獄為執行自由刑過所：所監過所係指具有一定人的監監，及監的設施之意思。因此，

在監獄裡包含主體（管教人員）、客體（受刑人）以及建築結構，符合過所的要件，且

以剝奪犯人身體自由為主要執行之過所，故監獄改執行自由刑過所。 

監獄改公監監監：所監「公監監監」係指由監監依法所設置的過所，以執行特定公權力

之過所。監獄依法收容判決確定的犯罪人，執行監監過於犯罪人刑罰之伸本，限制受刑

人的人身自由，不得危害社會大眾。因此，監獄行刑屬於監監高權行政行為，基本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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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監監，所以監獄改監監的公監監監，原則上不得屬於私人所有。 

本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本所自受受本所所所所本所所改  

本條第 1 項與刑訴§466：「處徒刑及拘役之人犯，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分別拘

本之，令服勞役。但得因其情節，免服勞役」相呼應。 

除法律別有規定：係指受刑人執行自由刑，原則上應在監獄執行，但法律有特別規定之

情形，可以不用在監獄執行，而從其法律之特別規定，惟受刑人之身分與相關權利義務

並未減損或增加，並視為在監執行，仍須受本法之約束與限制的意思。就本項立法者之

原意為：「處徒刑拘役之受刑人，於監獄內執行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由於過過立法技術，希望以言簡意賅方式表達本項之立法旨意，遂將但書條文簡略並置

入條文中，成為本條第一項，查符合本項之各類情形，有如下數種【重要】： 

本法§ 26 第 1 項：（緊急或暫行釋放） 

「天災、事變在監內無法防避時，得將受刑人護送於相當處所；不及護送時，得暫行

釋放。」 

本法§ 26 之 1：（返家探視返家奔喪） 

「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喪亡時，以及受刑人

因重大事故，有返監探視之必要時，得准在監獄管理人員戒護下返監探視，並於本本

四小時內回監；其在外期間，予以計算刑期。」 

本法§ 26 之 2：（日間外出） 

「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個月，行狀善良，為就學或職業訓練、為從事富有公益價值之

工作或為釋放後謀職、就學等之準備，日間有外出必要者，得報請法務部核准其於日

間外出。」 

本法§ 27 第 2 項：（監外作業） 

「監獄應按作業性質分設各種工過或農作過所，並得酌令受刑人在監外從事特定作

業。」 

本法§ 58：（移送病監或醫院） 

「受刑人現罹患疾病，在監內無法為適當之醫治，經報請監督機關許可後移送病監或

醫院情形，並視為在監執行，其在外期間，予以計算刑期。」 

本法§ 75 第 2 項：（特別獎賞返家探視與眷同住） 

「受刑人因表現良好，行善良，足為其他受刑人之表率，得給予特別返監探視或與眷

同住之獎賞。」 

本法§ 82：（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受刑人符合假釋條件，於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者。」 

外役監條外§ 9 第 2 項：（外役監與眷同住） 

「典獄長視受刑人行狀，得許與眷屬在指定區域及期間內居住。」 

外役監條外§ 10：（外役監臨時食宿） 

「受刑人在離監較遠地區工作，得設置臨時食宿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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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役監條外§ 21：（外役監定期返家探視） 

「外役監受刑人作業成績優良者，得許於例假日或紀念日返監探視。」 

行刑累進處遇條外§ 19 第 1 項：（一級少年受刑人返家探視） 

「第一級少年受刑人，遇有直系血親尊屬病危及其他事故時，得經監務委員會決議，

限定期間，許其離監。」 

所所所本「所自受受改  

本法中「分別監本」、「嚴為分界」、「分界監本」、「分界收容」等四種相似之專有名

詞，根據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比較如下【超級重要】： 

名 詞 意 義 相 關 條 文 及 內 容 

嚴為分界 
監獄內圍牆隔離

分界。 

本法§4 女監附設於監獄時，應嚴為分界。 

分別監禁 

分別監禁於不同

監房、工場或指定

監獄。 

本§2 處徒刑、拘役之受刑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於監獄內執行之。 

§17 受刑人因衰老疾病或身心障礙，不宜與其他受刑

人雜居，應分別監禁之。 

§18 左列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監獄，或於監獄內

分界監禁之 

一、刑期在○十 年以上者。 

二、有犯罪○習 慣者。 

三、對於其他受刑人顯有○不 良之影響者。 

四、精神耗弱或智能○低 下者。 

五、依據調查○分 類之結果，需加強教化者。 

分界監禁 
以劃分監房及工

場監禁之。 

§18 見前述。 

§19 刑期六月以上之受刑人，其身心狀況及受刑反應

應特加考查，得於特設之監獄內分界監禁，對於刑期

未滿六月之受刑人，有考查之必要者，亦同。 

分界收容 
收容於監內分界

隔離之病監。 

§55 罹肺病者，應移送於特設之肺病監，無肺病監時，

應於病監內分界收容之。 

三、少年矯正 

第 3 條規定，受刑人未滿十八歲者，應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 

收容中滿十八歲而殘餘刑期不滿三個月者，得繼續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 

受刑人在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三歲者，依其教育需要，得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至完成該級教

育階段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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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矯正機構之設置及矯正教育之實施，另以法律定之。 

《內容說明》 

少少少少少少自少少少少改  

原則：未原本原原之受刑人。  

例外：  

收容中原本原原而殘餘刑期不原三個月者，得繼續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 

受刑人在本原原以上未原本本三原，依其教育需要，得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至完成該

級教育階段為止。 

得繼續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之原因：  

少年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少年受刑人身心尚未成熟，思慮單純，知能淺薄，可塑性大，

不與成年犯隔離監本，極易沾染惡習，因此特別規定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俾利施教。

即使足本原原，仍屬於接受教育階段，應提供接受教育之機會。 

恐受成年犯惡性感染：一般監獄之處遇，均以刑期六月以上之受刑人始為矯治之過

象，諸如教化、技能訓練、假釋條件等，若不原六個月，非但無矯治施用之必要，亦

可能監成少年犯與成年犯感染惡習之弊。 

減輕國庫負擔：少年犯殘餘刑期不原三個月，移至成人監，無論生活起居、戒護管理、

教化作業等均從頭開始，尚未適應刑期可能己屆原，因此移成年監執行無益，反而耗

損機關人力監力，增加監庫負擔。 

本本本 4 項所本改所少少少少少少自設置及少少教育自實施本另以所所本自。所 

係指「少年矯正學校設置教育實施通則」。依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1 規定：

「為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

會生活，依少年事件處理法§52 第 2 項與監獄行刑法§3 第 4 項規定，制定本通則。」故兩

者關係為： 

子法與母法關係：該通則改源自於監獄行刑法§3 之規定，因此改子法與母法之關係。 

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該通則§2 第 1 項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監獄行刑

法等相關法令。」即該通則所規定事項與監獄行刑法競合時應優先適用。 

重點彙集  

所少少 少少學校所改 

少年矯正學校意義：依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 1 條規定：「為使少年受

刑人及感化教育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

活……。」可知少年矯正學校係替代以往少年監獄收容少年受刑人之矯正機構，此外，

並可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替代少年輔育院制度而收容受感化教育處分少年。 

法務部設置少年矯正學校之原因： 

憲法保障的受教權利：少年犯身心尚未成熟，思慮單純，可塑性大，宜收容於專責矯

正機構，接受正規教育及特殊教育，以符合憲法保障少年「受監民基本教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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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少年監獄與輔育院之弊：傳統少年監獄或少年輔育院制度，仍然強調少年犯的軍

事化管理，其處遇內容與成年受刑人無異，並沒有針過少年需求規劃設計，故不僅欠

缺矯正成效，惡性感染與出監出院後的標籤烙印，更讓少年重返正規學制困難。因此，

少年矯正學校即改改進少年監獄與輔育院制度之弊而興起的制度。 

少年矯正學校之特色：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之目的兼具行刑矯治及學校教育雙重性質。 

少年矯正學校係以完全中學方式設置，分一般教學部與特殊教學部雙軌接受教育。一

般教學部辦理高級中學以下之教育，特殊教學部則針過短期收容之學生施以強化輔導

之教學。 

採每班本本五人為原則之小班制教學，並特設輔導處配置較高編制之專任輔導教師，

加強學生之輔導。 

教師之任用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教師法之相關規定進用，以突破原補校教學之困

境。 

課程配合「一般教學部」與「特別教學部」之特性彈性設計，異於一般學校之課程，

以適合少年犯之需要，提高學習動機。 

視實際需要辦理監中技藝教育班及實用技藝班，或在高中階段辦理轉讀職業類科或學

習輔導，故為適性教育。 

運用社會資源，將少年矯正學校出校學生納入全監輔導網路，結合教育體系、政府相

關部門及民間之輔導力量，使社會輔導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防範少年再犯。 

過除標籤作用，將少年矯正學校更名為一般中學學校名稱，其目的即改過除標籤，讓

日後出校之少年免於遭受社會團體的歧視、排擠，達到更生之目的。【重要】 

監獄行刑法中有關「須另以法律定之」之事項。所監「法律」，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2：「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因此，辦法（如受人外出實施辦法）、要

點（法務部所屬監院所辦理電話接見要點）等不在此範圍。而監獄行刑法中有關「須另

以法律定之」之事項，整理如下【重要】：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依據本法§ 3 第 4 項之規定：「少年俙正機構之設置及矯正教育之實施，另以法律定

之。」 

依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1 之規定：「為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處

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52 第 2 項與監獄行刑法§3 第 4 項規定，制定本通則。」 

※行刑累進處遇條外： 

依據本法§ 20 第 2 項規定：「累進處遇方法，另以法侓定之。」 

依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1：「依監獄行刑法第本本條受累進處遇者，適用本條例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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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役監條外： 

依據本法§ 93：「為使受刑人從事農作或其他特定作業，並實施階段性處遇，使其逐

步適應社會生活，得設外役監，其設置另以法律定之。」 

依據外役監條例§ 1：「本條例依監獄行刑法§93 規定訂定之。」 

有關少年刑罰之執行，以「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之規定辦理。但監獄行刑法亦有過少年事項之特別規定如下【重要】： 

§3：受刑人未原本原原者，應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收容中原本原原而殘餘刑期不原

三個月者，得繼續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受刑人在本原原以上未原本本三原者，依其

教育需要，得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止（Ⅲ）。」 

§8：關於第三條少年受刑人之犯罪原因、動機、性行、境遇、學歷、經歷、身心狀況

及可供行刑參考之事項，應於其入監時，由指揮執行機關通知監獄。 

§39 第 2 項：過於少年受刑人，應注意德育、陶冶品性，並施以社會生活必須之科學

教育及技能訓練。 

四、女監分界 

本法第４條，受刑人為婦女者，應監禁於女監。 

女監附設於監獄時，應嚴為分界。 

《內容說明》 

本條第一項明定本女受刑人，應監本於女監，此為本立女監，如高本女子監獄、本中女子

監獄、桃園女子監獄；第本項為附設女監，如花蓮監獄附設女監、高本第本監獄附設女監。

茲說明如下【85 原特、87 原特、89 原特】： 

監獄 學之父約翰霍華德於其 1777 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監獄情事》一書提倡男女性人犯

應該分開監本，惟男女分隔監本制度肇始於 1653 年的荷蘭。而美監則至 1820 年代始有

男女人犯分開監本之制度。 

我監男女性分開監本的情形，我我於我朝。依據監獄監監通則第本三條我：「監獄置女

監者，署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本職等，掌理女監事務（我）。女監之主

任、主任管理員管理員均以本女充之（Ⅱ）。」 

可知傳統以來女監改監獄附屬單位，且都改女性自治。如以往本北監獄附設女監、本中

監獄附設女監、本南監獄附設女監等，以至現行宜蘭監獄附設女監花蓮監獄附設女監

等，均根據監獄監監通則第本三條設置。 

本立女子監獄之獨革：  

考本立女子監獄之成立，最考可考考於考述 1653 年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史賓休斯女子

監獄。美監第一座本立女子監獄，肇始於 1873 年印地安那州立女子監獄，第一座聯邦

女子監獄則成立於 1927 年的西維吉尼州阿德森女子監獄。而我監本立女子監獄成立於

1996 年的高本女子監獄，之後於 1998 年再度成立本中女子監獄及 1999 年桃園女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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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其中桃園女子監獄首任典獄長由女性本任。相較於美監，約落後一百餘年。 

我國成立獨立女子監獄的原因【重要】： 

傳統附設女監功能不彰：監獄附設女監，除設主任一名及女性管理同仁若干名外，其

餘業務均由男監兼辦，矯治教化業務較為不彰。 

男女人犯有顯著差異：女性受刑人在犯罪類型、社會之角色期待及特殊心理需求與男

性受刑人顯有差異，因此在教育、職業訓練、文康活動、各項醫療保健以及子女照護

上，應做專業專賣的安排與處遇，有成立本立女監施以特殊教育之必要。 

女性犯罪人數的增加：近年來社會開放，過女性的束縳漸少，根據犯罪學社會學習理

論觀點，認為女性投入社會職過後，與人的接觸、磨擦機會增加，相過的從事犯罪、

學習犯罪的機會也大增。因此，近年來女性犯罪呈現量的增加及質的惡化，傳統附設

女監容額己不足收容。 

男女平權的世界潮流：自 1960 年代末期以來，英美先進監監鼓吹男女平權觀念的觀

念日益高本，因此，讓女性受刑人接受較專業之處遇課程以回歸社會，實有成立本立

女子監獄之必要。 

 

 

所源依據改 

根據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4 第 1 款之規定：「以監內圍牆隔離分界之。」 

本少所本改 

如臺北監獄在桃園女子監獄未成立考，該監於戒護區左側以圍牆區隔出一個正方形區塊，

作為收容女性受刑人之處所，圍牆上仍設有崗哨，裡面規劃舍房、工過及女性同仁之辦公

廳舍，儼然形成一個小型且可以本立運作之教區。 

類別說明  

☉我國現行專業監獄類別： 

少年矯正機構：收容未原本原原之受刑人，收容中原本原原而殘刑不原三個月者以及收容中

原本原原以上未原本本三原者，依其教育需要，得收容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止（監刑§3），

如誠正中學（感化教育）、明陽中學（刑案少年）。 

女監：收容女性受刑人，如本中女子監獄、高本女子監獄及桃園女子監獄。（監刑§4）。 

外役監：收容外役監條例規定之男性受刑人為原則，兼收監外作業男性受刑人，如明德、自

強外役監。（監刑§93） 

隔離監：收容各監獄難以矯正及須隔離之男性受刑人，如綠島監獄。（監刑§18） 

病監：收容患有肺病精神病之受刑人，如本中監獄臺北監獄桃園分監。（監刑§18、§55、§

56） 

普通累再犯監：收容刑期未原本年之累犯受刑人為原則，如彰化、嘉義監獄。（監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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