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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試述監獄「戒護工作」之目的為何？有關工場勤務管理之原則有那些？

（20 分）

二、我國犯罪矯正機構針對受刑人因生病所提供之醫療服務主要有幾種類

型？試說明之。（20 分）

三、有關女性受刑人之監獄生活適應，其在監適應角色型態以及與男性受刑

人在適應監獄生活型態之差異，試就黑佛蘭（Heffernan, 1972）與克利爾

和寇爾（Clear & Cole, 2000）之觀點說明之。（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2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有關正義模式（Justice Model）對少年司法體系之主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少年犯之處遇應逐漸經由轉向計畫走向自願性服務性質的特色

少年司法體系工作人員之自由裁量不應予以限制，以促使矯治措施之踐行

少年法庭不定期刑之使用應予以禁止

對少年犯應多科以損害賠償及社區服務，以提供其贖罪及賠償的機會

2 美國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受刑人權利因各級法院介入而獲改善，直至 1980 年開始進入限縮干

預政策時代，不再漫無限制的開放與擴充受刑人權利，導致如此改變之因素，下列何者錯誤？

受寬鬆刑事政策影響 管教人員經常因案涉訟，影響工作

受刑人之訴訟案件逐年大幅攀升 此時期的大法官以保守派居多

3 有關矯正人員應有的專業倫理與人權觀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矯正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不得利用職權要求收容人支持特定政黨，但得基於宗教教誨之目的，

強制收容人信仰特定宗教

矯正人員在不為自己謀取任何利益之立場下，得利用職務之便，向收容人及收容人親友媒介與

推銷自己親友經營之商業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我國已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有關該公

約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等相關條文，在我國亦適用

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有所不服，依司法院釋字第 755 號受刑人司法救濟案之解釋

意旨，只能依申訴、再申訴請求救濟，尚無行政訴訟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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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監獄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監獄作業種類分監內作業、監外作業、視同作業（準作業）

我國監獄作業的目標是以委託加工為主，自營作業為輔

監獄作業制度中與民間企業有關聯的涵蓋：合約業制、委託業制、租賃業制

監獄作業制度中與民間企業無關聯的涵蓋：國營業制、官用業制、公共事業制

5 有關外役監受刑人遴選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有期徒刑之執行逾 1 個月

刑期 7 年以下，或刑期逾 7 年未滿 15 年而累進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

刑期 15 年以上而累進處遇進至第二級以上

無期徒刑累進處遇應進至第一級

6 有關改進我國假釋制度缺失之對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強化假釋審核機制

建構本土化假釋再犯風險預測量表

從嚴從實考核累進處遇成績

配合減刑條例之規定，應定期實施減刑，減少假釋之比例，以防被濫用

7 內觀法在矯正機構之應用以日本最具成效，有關內觀法施行重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藉著隔離以減少外界之刺激，維持良好的靜思環境

以自責式思考自我行為省察，激發感謝他人之念頭

拋棄本位主義，以理性、同情心之原則為行動依據

強調激發對父親之愧疚心與罪惡感，矢志反哺親恩

8 關於目前我國矯正機構面臨之問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醫療及戒護人力不足，影響工作之品質

重刑化刑事政策下導致高齡與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問題漸漸浮現

受刑人尚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面臨嚴重之醫療人權問題

監獄受刑人超額收容問題，導致監獄擁擠現象仍待持續解決

9 依據我國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子女隨母入監最多至滿 3 歲為止，但經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評估，認

在監符合子女最佳利益者，最多得延長在監安置期間至子女滿多久為止？

 3 歲 4 個月  3 歲 6 個月  3 歲 8 個月  3 歲 10 個月

10 有關監獄戒護勤務的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常性勤務係指監獄戒護人員，每日定時定式執行之勤務，如工場、舍房、崗哨、巡邏等工作

特別勤務係指監獄戒護人員於天災事變，如火災、地震、颱風等事故或偶發戒護事故發生，臨

時編組之緊急應變勤務

夜間勤務係指戒護人員於晚上收封期間，配合監獄警備需要所執行之勤務，如夜間巡邏、門衛

等勤務

警備勤務係指戒護人員直接涉及受刑人生活管理及性行考核，維持監獄秩序並協助各項業務推

展所執行之勤務，如工場、舍房、炊場等勤務

11 當代矯正機構經營管理模式中，加州共識模式（Consensual Model）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採 BT 制度，即受刑人管理受刑人，以協助管理人員處理各項勤務

採半軍事化的組織型態，強調嚴明紀律與服從性，工作與教育並重的矯正模式

處遇內容採嚴密的調查分類程序，及設立處理受刑人申訴專責機構，以達到公平與公正的管理

模式

倡導受刑人應對其行為負責，強調人道立場少干預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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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團體生活須有共同之行為規範，有關受刑人次級文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協助受刑人定位自我角色

用以劃分與管教人員所持價值觀之不同

有助於受刑人次級文化之整合

因資訊發達與交流迅速之故，各機構間之次級文化已無差異

13 有關戒護安全武器管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獄應設專用槍械庫，所有械彈應分門別類儲放

槍械庫應遠離收容人之舍房或活動之範圍

槍械庫應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槍械庫應嚴密管制，槍械管理人員每週檢查 1 次，戒護科長每月檢查 1 次，典獄長每季檢查 1 次

14 矯正機關四八制的戒護勤務制度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每班次勤四息八，能顧及睡眠不致過勞

每一崗位由 3 人或 4 人輪流，工作負荷不重，合於勞逸平均原則

每日勤務時間固定，時間明確，責任分明

在戒護人力少之矯正機關，較容易實施

15 有關監獄受刑人之權益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刑人人權與監獄戒護管理兩者間應取得平衡

我國目前尚未有完備的受刑人申訴制度

我國受刑人尚無宗教自由權之保障

我國受刑人均有公民參政權

16 學者 Flanagan（1990）指出長刑期受刑人的主要特徵，下列何者錯誤？

容易與外界關係斷絕 容易認同短刑期受刑人之觀點

普遍有老化、心有餘力不足之情形 偏好穩定的服刑環境

17 有關監獄脫逃事故之防範對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利用受刑人掌控囚情動態 不使收容人脫離視線

確實掌握收容人數 工場舍房確實上鎖

18 有關監獄暴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監獄暴行之跡象只能從受刑人實際衝突的言語或行為觀察，無法單就請求換房、轉配業或要求

單人居住查覺

監獄暴行可能讓受刑人趨於消極，如恐懼、憤怒、憂鬱、或面臨精神疾病之壓力

部分受刑人會以加入監獄幫派以尋求庇護

監獄暴行除發生於受刑人與受刑人之間暴行外，亦可能發生於對管理人員施暴或誣陷濫告以達

成其獲得利益之目的

19 有關我國監獄舍房騷動事故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舍房騷動，俗稱為「鬧房」或「搖房」

一般係由少數受刑人帶頭起鬨，叫囂其他受刑人，公然對抗監獄管理階層的群眾行為

舍房騷動是戒護安全不穩定的象徵

舍房騷動一般不易演變成暴動，不用積極處理

20 福克斯（Fox）與史丁克孔（Stinchcomb）於 1999 年提出暴動發生階段論，有關其主張之暴動發

生排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最初爆發階段、組織階段、對抗階段、結束階段、說明階段

最初爆發階段、對抗階段、組織階段、結束階段、說明階段

最初爆發階段、組織階段、對抗階段、說明階段、結束階段

最初爆發階段、對抗階段、組織階段、說明階段、結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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