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有關教化科之「您問我答」 

一、問：受刑人編級條件？ 

答：凡宣告刑或合併應執行刑，刑期在六月以上者，除不適於編級者外，可依有關

規定編級。 

二、問：受刑人級別的規定？  

答：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的規定累進處遇分為四級，第四級-第三級-第二級-第一級，

自第四級依序漸進，予 以處遇。  

三、問：受刑人「逕編三級」的條件？  

答：對於入監前曾受羈押的同學符合下列條件者經監務委員會決議，報請法務部核

定可逕編入第三級。 （一）富有責任觀念，且適於共同生活標準：1.羈押期間

之性行考核在乙等以上之月數，初犯及再犯應佔羈押月數二分之一以上，累犯應

佔三分之二以上。 2.入監後無違反紀律之行為，並嚴守秩序、行狀善良者。 （二）

羈押期間符合下列規定： 1.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附表第 3 至 11

類之受人，即宣告刑在 3年以上 30年未滿，其羈押期間超過其宣告刑六分之一

者。 2.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條第 1項附表第 3至 12類之受人，即宣告刑

在 30年以上或無期徒刑之受刑人，其羈押期間在 5年以上者。 （三）各機關辦

理受刑人逕編三級，其羈押期間一律以檢察官執行指揮書記載為準。 （四）有

關期間之計算，應依據民法第 123條規定：「稱月或年者，依曆計算。月或年非

連續計算者，每月為 30日，每年為 365日」辦理。 

四、問：受刑人編級，各級的責任分數如何給分？ 

答：（一）成年受刑人責任分數  

類別 刑名及刑期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1 有期徒刑六月以上一年六月未滿 36分 30分 24分 18分 

2 有期徒刑一年六月以上三年未滿 60分 48分 36分 24分 

3 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六年未滿 144分 108分 72分 36分 

4 有期徒刑六年以上九年未滿 180分 144分 108分 72分 

5 有期徒刑九年以上十二年未滿 216分 180分 144分 108分 

6 有期徒刑十二年以上十五年未滿 252分 216分 180分 144分 

7 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上十八年未滿 288分 252分 216分 180分 

8 有期徒刑十八年以上廿一年未滿 324分 288分 252分 216分 

9 有期徒刑廿一年以上廿四年未滿 360分 324分 288分 252分 

10 有期徒刑廿四年以上廿七年未滿 396分 360分 324分 288分 

11 有期徒刑廿七年以上三十年未滿 432分 396分 360分 324分 

12 有期徒刑三十年以上或無期徒刑 468分 432分 396分 360分 

前項表列責任分數，累犯受刑人之責任分數，按第一項表列標準，逐級增加其

責任分數三分之一。﹝八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前增加 五分之一﹞撤銷假釋受刑

人之責任分數，按第一項表列標準，逐級增加其責任分數二分之一。 （二）受

刑人編級後，管教人員依據日常考核按月評給成績分數，該項成績分數用來抵

消前者的責任分數，抵消淨盡的，可以進較高的級 別。如本級責任分數抵消盡

後，尚有多餘的成績分數，則併入所進的級別計算。 

五、問：受刑人「和緩處遇」？ 

答：處遇對象：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須長期療養者。 （二）心神喪失、精

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者。 （三）衰老殘廢、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者。 （四）

懷胎或分娩未滿二月者。 處遇方式： （一）教化：以個別教誨及有益身心的方

法實施。 （二）作業：依其志趣，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令其參加輕便作業，

每月所得的勞作金得自由使用。但因病無法參加作業者，經衛生 科證明，提經



監務委員會決議停止其作業，其作業成績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二十條所訂作業

最高分數的二分之一計算。 （三）監禁：視其個別情況定之，得與其他受刑人

分別監禁，但不得妨害其身心健康。 （四）接見及通信：有特別理由時，得與

最近親屬及家屬之外其他之人接見及發受書信；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時，

得准於在 接見室以外的適當場所辦理接見；接見時間及次數，有必要時得增加

或延長之。 （五）給養：飲食得依需要另訂標準，並換發適當之食物；經監獄

許可，得使用自備之衣被，必要時，並由監獄給予保健上必須之衣物。 （六）

編級：各級責任分數以八成計算。  

六、問：受刑人縮短刑期的適用對象及日數？  

答：（一）一般監獄有期徒刑受刑人，其累進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每月成績在十

分以上者。 第一級：每執行一個月縮短六日。 第二級：每執行一個月縮短四日。 

第三級：每執行一個月縮短二日。  

（二）外役監獄受刑人：自到監之翌月起，每執行一個月，依下列各款之規定，縮

短其刑期：1.第四級或未編級：每執行一個月縮短四日。 2.第三級：每執行一

個月縮短八日。 3.第二級：每執行一個月縮短十二日。 4.第一級：每執行一個

月縮十六日。 

七、問：受刑人縮短刑期的回復？ 

答：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已縮短的刑期不得回復，但外役監獄受刑人如工作

成績低劣，不守紀律或受降級處分時，按其情節輕重，仍留 外役監獄者，當月

不縮短刑期，被解送其他監獄者，其前已縮短的日數，應全部回復。另假釋經撤

銷者，其在外役監獄執行時所縮短的刑 期，亦應回復。 

八、問：縮短刑期的停止？  

答：（一）違反紀律受停止進級（停止計分）處分期間。 （二）於停止進級期間，

再度違反紀律，受降級處分者，自當月起六個月內。  



九、問：受刑人縮短刑期的效果？  

答：（一）已縮短之日數即不必執行，但有回復情形時，仍要執行其已回復之日數。 

（二）累進處遇及假釋，以縮短後的刑期計算。  

十、問：受刑人獎賞？  

答：獎賞的事蹟，同學有下列任何一項行為時，可得到獎賞： （一）舉發受刑人圖

謀脫逃、暴行，或將為脫逃、暴行者。 （二）救護人命或捕獲脫逃者。 （三）

於天災事變或傳染病流行時，充任應急事務有勞績者。 （四）作業成績優良者。 

（五）有特殊貢獻足以增進監獄榮譽者。 （六）對作業技術、機器、設備、衛

生、醫藥等有特殊設計，足資利用者。 （七）對監內外管理之改進，有卓越意

見建議者。 （八）其他行為善良，足為受刑人表率者。  

十一、問：受刑人獎賞的方法？  

答：同學有前述獎賞的事蹟時，獎賞的方法如下： （一）公開嘉獎。 （二）增加

接見或通信次數。 （三）頒發獎狀或獎章。 （四）增加成績分數，並以為進級

的依據。 （五）給予書籍或其它獎品。 （六）給予相當數額的獎金。 （七）

予以較好的給養。 （八）其他特別的獎賞。 同學有應予特別獎賞者，得報請法

務部核獎。 獎賞同學的方法，由監務委員會決議，並將獎賞事蹟及結果公開表 

揚。 

十二、問：受刑人增加分數的標準？  

答：（一）操行成績增給分數的標準。 1.救護人命或捕獲脫逃者，得增加操行分數

1 分。 2.於天災、事變或傳染病流行時擔任應急事務著有勞績者，得增加操行

分數 1分。 （二）教化結果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對一般受刑人得增給成績分數

0.5分至 1.3分。 1.教育教誨考詴成績特優，列為全監第一名者。 2.行狀特優，

有具體事實足以表率者。 3.對於監獄秩序的維持，或防止受刑人脫逃有特殊貢

獻者。 4.有足供機遇參考價值的著作者。 （三）作業成績增給分數的標準。 1.



作業技術優良，協助作業導師為作業指導的輔助，而有相當貢獻者，增給作業分

數 0.7分至 1.3分。 2.對作業機械或設備的修護，有相當貢獻而節省公款者，

增給作業分數0.7分至1.3分。 3.對作業事項的經營或管理有具體意見的建議，

經採用獲得具體效果者，增給作業分數 0.7分。 4.對作業成品樣本或圖案設計

精良足資利用者，增給作業分數 0.7分。 5.作業成績特殊優良，足以增進監獄

榮譽者，增給作業分數 0.7分。 

十三、問：受刑人懲罰的方法？  

答：監獄對違背紀律的同學，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數款的懲罰： （一）訓誡。 （二）

停止接見一次或三次。 （三）強制勞動一日至五日，每日以二小時為限。 （四）

停止購買物品。 （五）減少勞作金。 （六）停止戶外活動一日至七日。 外役

監獄同學違背紀律或怠於工作，情節重大或有其他事故，不宜於外役監獄繼續執

行者經核准解送其他監獄執行。 外役監獄同學違背紀律或怠於工作，情節輕微，

得經監務委員之決議，施以下列各款或數款之懲罰： （一）訓誡。 （二）停止

戶外活動一日至七日。  

十四、受刑人扣減分數的標準？  

答：（一）違背紀律的同學，經監方核定懲罰後，管教人員立即告知應受得懲罰，

使同學知曉係因何事受到何種處罰，並給予同學解釋或答辯 的機會，一則避開

冤屈，一則使受處罰的人心服。如果辯解有理由時，監獄會斟酌情形免除處罰或

暫緩執行。但有疾病或其他特別 是由時，停止執行。 （二）依受刑人違規累進

處理要點： 1.累進處遇分數之核底或停止記分以操行、責任觀念及意志﹝以下

簡稱：教化﹞二種分數為限。 2.訓誡者：操行、教化單項分數已逾 3.0分者，

當月分數一律核抵至 2.9分，操行、教化分數未達 3.0分者，當月操行、教化單

項累進 處遇分數一律按違規前一個月之分數核抵十分之一記分，次月則依行狀

表現及悛悔情形，由戒護人員、教區教誨師視考核結果 予以回復。 3.停止戶外

活動一至三日者：操行、教化單項分數已逾 3.0分者，當月分數一律核抵至 2.9



分，操行、教化分數未達 3.0分者，當月操 行、教化單項累進處遇分數一律按

違規前一個月之分數核抵七分之一記分，考核二個月第三個月始可回復至 3.0

以上之分數。 4.停止戶外活動四至六日者：操行、教化分數當月停止記分一個

月，操行、教化單項分數已逾 3.0分者，次月一律核抵以 2.9分起記 分，操行、

教化單項累進處遇分數未達 3.0者，次月操行、教化累進處遇單項分數一律以違

規前月分數核抵五分之一起記分，考核 三個月第四個月操行、教化分數始可回

復至 3.0以上之分數。 5.停止戶外活動七日者：操行、教化分數當月停止記分

二個月，第三個月之操行、教化累進處遇之單項分數一律核抵三分之一，起 分

考核四個月第五個月始可回復至 3.0以上之分數。 6.受刑人因違規受懲罰，則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訓誡者每次扣累進處遇成績分數

總分 0.5分，受停止戶外 活動者每日扣累進處遇成績分數總分 0.5分。 

十五、問：受刑人不服處分時的申訴規定？ 

答：（一）什麼叫做處分？ 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做「處分」，處分，簡單的說就

是行政機關 對特定事項，所做的具體處置，監方對同學該做或不該做的命令 、

懲罰以及對其一切的處理或待遇，都可以說是「處分。」原則上同學對於監獄的

處分有服從的義務，但處分不僅要適法，而且也 不得違背現代教育刑的宗旨。

同學如遇有非法侵害其應有的權利，剝奪其應得的利益時，監獄行刑法有准許同

學申訴的規定。 （二）不服監獄處分時的申訴方法： 1.同學不服監方處分時，

得經由典獄長申訴於法務部或視察人員，典獄長於接獲申訴後，應即時轉報法務

部；同學亦得於視察人員 蒞監時逕向其提出。 2.前項申訴，無停止處分執行之

效力。 3.同學不服處分的申訴案件，依下列規定處理。 〈1〉同學不服監方的

處分，應於處分後十日內，個別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申訴的由監方主

管人員將申訴事實詳記於申 訴簿，以文書申訴的，應敘明姓名、受處分期間、

原處分事實及日期、不服處分的理由，簽名蓋章或捺指印，並記名申訴的 年月

日。 〈2〉匿名申訴不予受理。 〈3〉對於同學的申訴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

處分，另為適當的處理，認為無理由者，應立即轉報法務部。 〈4〉法務部對於



同學的申訴認為有理由時得命停止、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無理由的應告知之。 〈5〉

視察人員接受申訴事件，得為必要的調查，並應將調查結果報告法務部處理。調

查時除視察人員認為必要者外，監方人員不 得在場。 〈6〉監方對於申訴的同

學，不得歧視或藉故予以懲罰。 〈7〉法務部對於同學申訴事件應有最後的決定

權。 〈8〉受感訓處分人不服其他機關處分的申訴事件，由監方轉送有關機關處

理。 （三）停止處分的效力： 以上所述完全是以保障同學的合法權益為著眼點，

然而為了維持本監的紀律，如果同學故意抗拒，經常胡亂申訴，則可能破壞 到

監獄的安寧與秩序，所以監獄行刑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在未決前，無

停止處分效力」，同時對於申訴不實或意圖 使人受刑事處分而誣控濫告，經查

非事實者，得依規定移送綠島監獄執行或移送偵辦，藉以防止不肖同學意圖以申

訴而達成其 阻撓監方處分或破壞監方秩序的技倆，關於這一點，是特別請大家

瞭解的。 

十六、問：受刑人戒具之使用與收容於鎮靜室？ 

答：同學有脫逃、自殺、暴行或其它擾亂秩序行為之虞時，得施用戒具或收容於鎮

靜室。戒具為監方在戒護上有事故可能性時，為預防發生不 得已施用於同學的

器具。因此戒具在本質上，實為戒護上一種保護措施，並非懲罰同學的刑具。施

用戒具的目的，在於維護監方的秩序及 同學的安全。至於鎮靜室，其設置的目

的在使同學反省思過。 （一）戒具之種類可分為腳鐐、手梏、聯鎖、捕繩四種。 

（二）至於有關施用戒具時應注意事項如次： 1.被施用戒具的同學，管教人員

隨時檢查其表現，如無施用必要時，會即解除。 2.施用戒具屆滿一星期，如認

為仍有繼續施用之必要時，會列舉事實報請監方長官核准繼續使用。繼續施用滿

一星期時，亦同。 3.用戒具，由科員以上人員監督執行，醫師如認為不宜施用

者，會停止執行。 4.對同一同學非經監方長官之特准，不得同時施用二種以上

之戒具。 5.施用戒具，應注意同學身體之健康，不得反梏或手腳連梏。 6.腳鐐

及連鎖之重量以二公斤為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三公斤，但少年犯各以一公斤為

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二公斤；手梏不得超過 半公斤。  



十七、問：受刑人假釋的意義？ 

答：假釋的意義： 所謂假釋，就是在刑期尚未屆滿前，經過法定期間，確有改悔向

上的實據，由監獄長官報請法務部許可後，暫時釋放出獄。 出獄時，在法定期

間內，如不再犯罪或不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者，原來尚未執行的刑期，當

作已經執行完畢。但是，如果在假釋期 中再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期的宣告

（過失犯罪不在此限），或因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被撤銷其假釋者，原來

未執行的刑期，應 重新送監執行，此乃為鼓勵受刑人改悔向上之一種行刑制度。 

十八、問：受刑人假釋的條件？  

答：（一）須受徒刑的執行：包括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二）執行須達一定的期

間： 1.一般受刑人無期徒刑須執行超過廿五年，有期徒刑超過刑期的二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以上新法 95年 7月 1日以後犯案；舊法 86年 11月 28日以

後，95 年 6 月 30 日以前犯案，無期徒刑逾十五年、累犯逾二十年；舊法為 86

年 11月 27日前犯案為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 2.少年受刑人無期徒刑執行超

過七年，有期徒刑超過刑期三分之一。 3.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以一日抵有期

徒刑一日，但有期徒刑之受刑人必須在監執行滿六個月，刑期起算日期，以檢察

官指揮執行 書填寫之日期為準。 4.執行無期徒刑者，其羈押之日數不得折抵。

但若羈押日數超過一年以上則計入執行期內。 （三）須有悛悔實據： 1.一般受

刑人在辦理假釋前，最近三個月內教化、作業、操行各項分數均應在三分以上。 

2.少年受刑人在辦理假釋前，最近三個月內教化分數應在四分以上，作業分數應

在二分以上，操行分數應在三分以上。 3.須累進處遇進到二級以上。 4.須經假

釋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 5.須經法務部核准。 （四）假釋之審查係綜合參酌受

刑人各項資料及在監執行期間表現，本諸公平、公正原則，依法主動辦理，因此

同學勿須向他人請託關說 或交付不當利益，以免徒增困擾。  

十九、問：受刑人假釋期間與效力？ 



答：（一）假釋期間：無期徒刑以假釋後十年為期，有期徒刑為其所剩的刑期。 （二）

假釋效力：未經假釋撤銷者，其未執行的刑期，以已執行論，即原宣告之刑視同

已執行完畢  

二十、問：受刑人假釋的撤銷？ 

答： （一）假釋中再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除了因過失犯罪外，應即撤

銷假釋。 （二）假釋期間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各款情節重大者，

得撤銷假釋。 （三）假釋經撤銷後，應繼續執行其所餘刑期，無期徒刑者仍應

執行無期徒刑，因其假釋在外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