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刑累進 處遇 條例施 行細 則
部 分條文 修正 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第七條 （刪除）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下列受刑人得經監
務委員會決議，依監獄行
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
之規定，不予編級或暫緩
編級：
一、累犯、有犯罪之習慣
或惡性重大者。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監獄行刑法修正第
十一條有關個別處遇
計畫、同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但書有關暫緩適
用累進處遇及同法第
十九條有關和緩處遇

二、患有精神病者。
三、調查結果認有其他不
適於編級之原因者。

之規定，現行針對累
犯、有犯罪之習慣或惡
性重大者，應依個別處
遇計畫辦理；針對患有
精神病者，應給予和緩
處遇；認不予編級或暫
緩編級則依監獄行刑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但
書辦理，現行規定已不
合時宜，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六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 一、本條刪除。
第二項所稱「少年受刑
二、配合監獄行刑法修正第
人」，指犯罪行為時未滿
四條明定少年受刑人
十八歲之受刑人而言。本
年齡及同法第二十八
條例第二十九條所稱「第
條有關返家探視之規
一級少年受刑人」，指未
定，且返家探視並未以
滿二十歲之一級受刑人而
年齡作為相關審查要
言。同條所指「限定期
項，現行規定已不合時
間」，應由監務委員會斟
宜，爰予刪除。
酌該受刑人實際需要期間
決定之。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第三 一、本條刪除。
十 二 條 所 稱 「 特 別 事 二、配合監獄行刑法修正第
由」，指有違反紀律或夾
十四條有關檢查受刑
藏違禁物品之情形而言。
人身體及同法第二十
一條有關搜檢受刑人
居住舍房之規定，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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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監獄秩序及安全，防
止違禁物品流入，對於
第一級受刑人，監獄仍
有搜檢其等居住舍房
及檢查其身體之必
要，現行規定已不合時
宜，爰予刪除。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受刑人操行
成績增給分數之標準如
次：
一、救護人命或捕獲脫逃
或協助捕獲脫逃者，
得增給操行成績分數
至一分。
二、於天災事變或傳染疾
病流行時擔任緊急
事務著有勞績者：得
增給操行成績分數
至一分。
同一月內增給之操
行成績分數，不得超過
一．五分。依第一項標準

一、本條刪除。
二、因監獄行刑法第八十四
條第二項已規定獎 勵
基準，現行規定已不合
時宜，爰予刪除。

增給之分數，應經管教小
組簽報，並經監務委員會
通過。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受懲罰之受 一、本條刪除。
刑人，依左列規定扣減其 二、配合監獄行刑法修正第
所得之成績分數：
八十六條有關懲罰種類
一、訓誡者，每次零‧五
之規定，及依行刑累進
分。
處遇條例第六十九條規
二、停止接見一次至三次
定受刑人違反紀律僅得
者，每次零‧五分。
停止進級、不計算分數
三、強制勞動一日至五日
者，每日零‧五分。
四、停止購買物品者，每
次一分。
五、減少勞作金者，每次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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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降級，並無扣減成績
分數之方式，現行條文
有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
情形，爰予刪除。

六、停止戶外活動一日至
七日者，每日零‧五
分。
七、依本條例之規定留級
者，其留級期間每月
扣三分。
應減分數如在既
得分數中無可扣減時，不
予扣減。受二種以上處分
時，合併扣減之。
第四十條 （刪除）

第四十條

一般受刑人作

一、本條刪除。

業成績分數，得依左列標 二、因監獄行刑法第八十四
準增給：
條第二項已規定獎 勵
一、作業技術優良，協助
基準，現行規定已不合
作業導師為作業指
時宜，爰予刪除。
導之輔助，而有相當
貢獻者，增給作業分
數零‧七至一‧三分。
二、對作業器械或設備之
修護，有相當貢獻因
而節省公帑者，增給
作業成績分數零‧七
至一‧三分。
三、對作業事項之經營或
管理有具體意見之
建議，經採用獲得具
體效果者，增給作業
成績分數零‧七分。
四、對作業成品樣本或圖
案設計精良足資利
用者，增給作業成績
分數零‧七分。
五、作業成績特殊優良，
足以增進監獄榮譽
者，增給作業成績分
數零‧七分。
同一月內增給作業
分數不得超過一‧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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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受刑人依前項標準
增給分數者，均不得超過
一分，同一月內增給作業
分數亦同。
依第一項標準增給
分數者，應由管教小組簽
報，並經監務委員會通
過。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教化結果有
左列事項之一者，對一般
受刑人得增給成績分數

一、 本條刪除。
二、 因監獄行刑法第八十
四條第二項已規定獎

零‧五至一‧三分，對少
年受刑人得增給一至
一‧七分。
一、教育教誨考試成績特
優，列為全監第一名
者。
二、行狀特優，有具體事
實足資表率者。
三、對於監獄秩序之維
持，或防止受刑人脫
逃有特殊貢獻者。

勵基準，現行規定已
不合時宜，爰予刪除。

四、有足供獄政參考價值
之著作者。
同一月內增給教化
結果成績分數，一般受刑
人不得超過一‧三分，少
年受刑人不得超過一‧七
分。
依第一項標準增給
分數者，應由管教小組簽
報，並經監務委員會通
過。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六條 本條例第七 一、本條刪除。
十六條所稱「第二級受刑 二、因監獄行刑法第一百十
人已適於社會生活」，應
九條第三項已規定 假
審酌左列事項加以認定：
釋審議要項，現行規定
一、出監後須有適當之職
已不合時宜，爰予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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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除。

二、出監後須有謀生之技
能。
三、出監後須有固定之住
所或居所。
四、出監後社會對其無不
良觀感。
少年受刑人出監後
能就學者，視為具備前項
第一款之要件。
第五十八條

本細則自發

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九月一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一條之一，自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 細 則中華民國 一
百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修
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九年
七月十五日施行。

第五十八條

本細則自發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九月一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一條之一，自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一日施行。

二、為配合監獄行刑法修正
條文施行日，爰對於中
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 七
月三十 一日 修正發 布
之本細則條文，規定施
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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