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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假釋受刑人犯輕罪不必一律回籠了假釋受刑人犯輕罪不必一律回籠了假釋受刑人犯輕罪不必一律回籠了假釋受刑人犯輕罪不必一律回籠了！！！！    

葉雪鵬 

去年的十一月六日，司法院公布了大法官第796號解釋，直指《刑法》第七十八

條關於假釋犯出獄後再犯罪被判刑，不論情節輕重，一律要回到監獄服完殘刑的

規定，違反憲法的比例原則。即日起，假釋審查委員會收到假釋犯再犯罪，被判

緩刑或六月以下的輕罪案件，應審酌有無撤銷假釋的必要。 

據新聞報導，聲請這號解釋的經辦案件法官，計有最高法院刑三庭與刑四庭、高

雄高分院、臺南地院；另有六名被判無期徒刑假釋出獄的受刑人，因犯案被撤銷

假釋，也聲請大法官釋憲，這號解釋公布後有犯輕罪的四名受刑人受惠，另二名

受刑人因犯六月以上的重罪，則不為解釋效力所及。同日法務部也對外說明：日

前已擬妥《刑法》第七十八條的修正案，將該條修正為「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宣

告者，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得』撤銷其假釋。」賦予假釋審查會裁量空間。

目前修正法條正在立法院待審中。大法官解釋公布後已行文高檢署，請其依解釋

意旨研議通案妥適因應處理流程，並請該署轉知各檢察機關，對於個案應審慎處

理。」 

假釋制度是為長期失去自由的受刑人而設，犯人受到重刑的判決，發監執行後，

經過監獄相當期間的教誨，如果悛悔有據，刑罰的目的即已達到，不論就刑罰的

本旨或國家刑事政策來說，都沒有必要將改過自新的受刑人繼續關至刑期屆滿。

為了改善這種制度上的缺失，於是產生了假釋制度，將符合一定條件的受刑人，

不待刑期終了，先行釋放出獄，如果是惡性未改，偽裝向善，出獄後仍胡作非為，

可以撤銷假釋，讓假釋犯回到監獄繼續執行未執行的殘餘刑期。 

假釋，是《刑法》在民國二十四年公布施行時就有的老條文，當時只有相關的三

條條文，這許多年來為了適應社會環境，假釋有關法條，也隨之作多次修正，現

行刑法總則中，假釋條文共有四條，其中第七十七條為假釋的要件，條文是這樣

規定的：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

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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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者。 

二、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者。 

三、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性犯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

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一年部分之羈押

日數算入第一項已執行之期間內」。 

 

 上述假釋要件，尚無法容納一些觸犯多種犯罪，不能由法院合併定執行刑的受

刑人假釋問題，刑法又在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增訂第七十九條之一條

文，三年後又修正一次，目前法條內容為：  

二以上徒刑併執行者，第七十七條所定最低應執行之期間，合併計算之。前項情

形，併執行無期徒刑者，適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二以上有期徒刑合併刑期逾

四十年，而接續執行逾二十年者，亦得許假釋。但有第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情形者，不在此限。  

由以上的法定要件來看，假釋只限於六月以上的長期自由刑，死刑並無假釋問

題。假釋除執行徒刑的年限外，另一要件是「悛悔實據」，受刑人在監獄中是不

是已經「悛悔」了，不是說說就算數，必須拿出真憑實據以證明，這真憑實據從

何而來？這得從《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說起了，一個人犯了罪，被法院判處無期

徒刑或有期徒刑確定，便會被送進監獄執行，監獄收進受刑人以後，就要依據上

述條例規定，對受刑人進行身家調查，包括個性、心身狀況、境遇、經歷、教育

程度及其他本身關係事項加以分類，調查期間，不得超過二月。調查結果認為適

合累進處遇，就要加以編級，每一受刑人都分為四級，新入監者編為四級，然後

依序晉級，至第一級為止。每一級都要依刑期長短定其責任分數；無期徒刑第四

級則為五0四分  

責任分數分教化、作業、操行三項目來評分，一般受刑人每項目每月最高給予四

分，所列各級責任分數，用所得的成績分數來抵銷，該級抵銷完畢時，即可進至

上一級。進級過程中，若有不守紀律或違規情事發生，也可以停止進級或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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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至第二級時，受刑人已適於社會生活，而合於法定假釋的規定者，得報請假

釋。晉升至第一級的受刑人，合於法定假釋規定者，就無條件報請假釋。 另外

該月總分在十分以上，依這條例第二十八條之一的規定，還可以縮短刑期，每執

行一個月，三級縮短二日、二級縮短四日、一級縮短六日。  

假釋的撤銷，規定在刑法第七十八條，這法條的第一項就是被大法官認為違憲的

法條，未來必須依照大法官解釋意旨修法。假釋被撤銷以後，依第二項的規定因

假釋出獄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所有未執

行的刑，都以「已執行論」。但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

這是第七十九條所定假釋的效力，只要受假釋人願意好好做人，不在假釋期中作

出違法的事，就能透過假釋重獲自由 ！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10年2月19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

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最後更新日期：1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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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多想幾秒鐘多想幾秒鐘多想幾秒鐘多想幾秒鐘，，，，你可以不違法你可以不違法你可以不違法你可以不違法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    最後更新日期最後更新日期最後更新日期最後更新日期：：：：2021/02/242021/02/242021/02/24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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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教你識破網友的甜言蜜語教你識破網友的甜言蜜語教你識破網友的甜言蜜語教你識破網友的甜言蜜語 

曾以為在網路上遇見真命天子 

沒想到他只是愛情騙子 

曾以為他真的想見妳 

沒想到他只是真的想騙妳 

曾以為愛情有了寄託 

沒想到只是步入詐騙的漩渦 

  

#網友要你匯款不要聽 

#165讓你提升防詐免疫力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發佈日期：2021-03-31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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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疫情緊繃下疫情緊繃下疫情緊繃下疫情緊繃下 

自助餐廳衛生防疫措施調查自助餐廳衛生防疫措施調查自助餐廳衛生防疫措施調查自助餐廳衛生防疫措施調查 

近半數業者防疫與衛生措施有待改善近半數業者防疫與衛生措施有待改善近半數業者防疫與衛生措施有待改善近半數業者防疫與衛生措施有待改善 

 

自助餐提供年輕學子、上班族快速又營養的菜色，以多樣的選擇滿足各

式各樣的需求。然而自助餐服務人員的衛生習慣、餐點放置方式、餐點

食材選擇等，都可能影響用餐民眾的食品衛生安全，在外食族比例持續

升高的情況下，影響層面較過去更廣更深。 

| 

台灣於去年(109年)一月出現第一例 Covid-19確診以來，重創餐飲業、

旅遊業等，依經濟部統計處統計，109年四月份餐飲業營業額僅有近 4

千 8百萬，而隨著時間推移，民眾由最初的恐慌，漸漸習慣將防疫視為

日常。去年五月起餐飲業營業額逐漸回升，至八月份來到高點 7千 3百

萬餘，甚至高出 107年 6千 8百萬與 108年 7千 2百萬 

 

去年 3月份消基會發布「自助餐廳防疫措施調查」，檢視北中南自助餐

廳之防疫措施，發現戴口罩、量體溫、提供酒精、菜餚加蓋等防疫措施

施行的比例均低於 20％。這些防疫措施也正是消費者在意的衛生安全

措施，時至今日，餐飲業者是否會因疫情減緩而鬆懈，用餐環境又隱藏

何種衛生安全疑慮，此為今年度「自助餐廳衛生安全調查」的調查重點。 

• ．調查期間：110年 2月 2日—110年 3月 10日 

• ．調查範圍：台北市 68家、新北市 5家、台中市 10家、台南市

17家、高雄市 23家、基隆市 1家、新竹縣 1家，共 125家。 

• ．調查項目：自助餐廳防疫與衛生措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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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發現，經歷一年疫情肆虐，多數項目相較去年均有進步，唯有

收銀員接觸食物一項退步較多、桌面清潔度些微不及去年，各項結果請

見下表，以下針對本次調查中待改善項目一一說明： 

 2020 2021 增減增減增減增減 

服務人員配戴口罩服務人員配戴口罩服務人員配戴口罩服務人員配戴口罩 93％ 97％ 4% 

桌面乾淨桌面乾淨桌面乾淨桌面乾淨 89％ 85％ -4% 

收銀不接觸食物收銀不接觸食物收銀不接觸食物收銀不接觸食物 80％ 65％ -15% 

菜餚加蓋菜餚加蓋菜餚加蓋菜餚加蓋 19％ 63％ 44% 

場所設有酒精場所設有酒精場所設有酒精場所設有酒精 19％ 45％ 26% 

設有洗手臺設有洗手臺設有洗手臺設有洗手臺/洗手處洗手處洗手處洗手處 28％ 37％ 9% 

要求入內戴口罩要求入內戴口罩要求入內戴口罩要求入內戴口罩 6％ 42％ 36% 

張貼張貼張貼張貼「「「「禁語禁語禁語禁語」」」」 9％ 42％ 33% 

設置用餐隔板設置用餐隔板設置用餐隔板設置用餐隔板 - 6％ - 

量體溫量體溫量體溫量體溫 6％ 8％ 2% 

110年自助餐衛生安全調查結果(資料來源：消基會) 

 

• 一一一一、、、、收銀兼夾菜收銀兼夾菜收銀兼夾菜收銀兼夾菜 

消基會於民國 96年曾檢驗鈔票表面細菌，結果發現 75％的樣本中帶有

金黃色葡萄球菌、17％的樣本中有大腸桿菌，若摸過鈔票再接觸食物，

吃下肚後可能會腹瀉、噁心，甚至引發食物中毒。 

| 

本次調查中有 35％的自助餐廳收銀員，同時須直接接觸食物，如盛飯、

夾菜、切肉、送餐等，比去年調查的 20％高出許多，也是本次調查中

退步最多的項目，不論直接還是間接接觸食物，都讓民眾飲食安全蒙上

陰影，甚至可能成為病菌傳播的渠道。 

||| 

對於人力有限的自助餐而言，難免有一人身兼多職的情形，但仍應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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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措施：最簡單的方式可以穿脫手套、勤洗手等，隔絕錢與食物接觸；

或善用科技，如行動支付等，雙方都可避免接觸金錢；資金較充裕的店

家亦可考慮使用點餐機，由消費者向機器購買餐卷，維持工作人員手部

清潔。 

| 

• 二二二二、、、、菜餚無加蓋菜餚無加蓋菜餚無加蓋菜餚無加蓋 

自助餐廳菜色多樣，一字排開後令人垂涎三尺，然而以開放性陳設餐

點，在消費者夾取過程中，如有交談、咳嗽、打噴涕等行為，可能導致

菜餚成為細菌與病毒的溫床。 

| 

相較於去年調查僅有 19％的餐廳在菜餚上加蓋，本次調查增加為 63

％；同時店內標示「禁語」等字樣者，亦由去年的 9％提昇為 42％。不

論是菜餚加蓋還是禁語標示，皆可能為疫情帶來的衛生措施改善，但相

較其他調查項目，畢竟還是有過半數的業者並未提醒用餐客人用餐時禁

語，不無造成室內客人口沬相互傳播的可能，這點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 

新冠疫情為自助餐廳帶來衛生措施調整，對消費者來說是意料之外的紅

利，本會亦期許自助餐廳業者能時時檢視餐點衛生防護，對於開放式陳

設餐點的店家，建議使用隔板或蓋子，遮擋用餐人員及打菜人員的口沫

及落塵沾染菜餚，由消費者健康的角度出發，才能長久經營。 

| 

• 三三三三、、、、半數半數半數半數沒有洗手處沒有洗手處沒有洗手處沒有洗手處、、、、也缺少提供酒精消毒也缺少提供酒精消毒也缺少提供酒精消毒也缺少提供酒精消毒 

飯前洗手是基本的衛生習慣，過去一年來因疫情緣故，政府更是大力推

廣勤洗手，並建議業者對於上門消費者，事先提供酒精消毒，然而根據

本次調查，僅有 37％的自助餐廳有提供洗手設備、45％店家提供酒精，

儘管相較去年（28％、19％）已有提昇，仍皆未達半數，衛生與防疫

效果，確實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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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基會提醒消費者，在外用餐亦須記得餐前洗手，若用餐地點沒有洗手

處，可自備乾洗手、酒精為雙手消毒，避免病從口入。消基會並進一步

呼籲餐廳業者及服務人員、廚師，應該於接觸餐點前後勤洗手，維持衛

生安全，並在餐廳內設置提供客人的洗手處，並提供酒精供客人用餐前

消毒。 

|  

• 四四四四、、、、用餐無隔板用餐無隔板用餐無隔板用餐無隔板 

一般室內公共場合，若無法保持一公尺安全距離，均須配戴口罩，然而

用餐時勢必得將口罩取下，於用餐尖峰時間櫛比鱗次的消費者近距離一

起用餐，恐將成為病毒傳播的管道之一。故今年度調查新增用餐隔板項

目，結果卻僅有 6%的自助餐廳設有用餐隔板。 

| 

對於場地及座位數有限的自助餐廳而言，要保持室內安全距離實有困

難，消基會建議使用用餐隔板阻隔，可防止顧客間飛沫傳染。以使用隔

板的業者也應定期消毒隔板，給消費者安全健康的用餐環境。 

 

• 五五五五、、、、多數餐廳並未測量體溫管控進出多數餐廳並未測量體溫管控進出多數餐廳並未測量體溫管控進出多數餐廳並未測量體溫管控進出 

量體溫、勤洗手、戴口罩，是防疫的必備三法則，若業者能於消費者入

場時量體溫，防止發燒者進入，將可保護其他消費者健康。然可能礙於

人力等因素，去年(6%)及今年(8%)入內量體溫的自助餐廳均不到 10%。 

 

為避免自身營業場所成為病毒傳播處，希望業者能加強對消費者與工作

人員的體溫控管，防止感染者接觸食物，人員如有身體不適，也應在家

休息，減少傳染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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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口罩戴一半口罩戴一半口罩戴一半口罩戴一半 

疫情來襲幾乎人人都養成了戴口罩的習慣，本調查中餐廳服務人員 97

％有配戴口罩，然而其中 10％卻未正確遮住口鼻，口罩僅配戴到一半，

消基會呼籲作為第一線接觸食物者，應有更佳的衛生習慣，不僅應正確

配戴口罩，烹調食物者也應戴上帽子、手套，避免不必要的食物污染。 

 

109年 12月啟動之「秋冬防疫專案」規範民眾出入八大類場所須配戴

口罩，儘管其中並不包含餐廳，但考量自助餐多為開放式、半開放式，

消基會建議消費者於夾取餐點時仍應戴上口罩，並避免交談。此次調查

餐廳中有 42％要求入內需配戴口罩，雖然相較去年(6％)增長不少，但

是仍有半數以上自助餐廳未嚴格要求入內需配戴口罩，防疫效果令人擔

心。 

| 

 

總結與呼籲總結與呼籲總結與呼籲總結與呼籲 

| 

依照勞動部統計，「住宿及餐飲業」就業者及受雇者人數過去一年不減

反增，此次調查中收銀員接觸食物的比例卻增加不少，消基會呼籲餐飲

業業者應自律，多一次消毒、多一道防護，就能多保護消費者一些，況

且於現今社會已有許多解決方案(如行動支付、點餐機)，在疫情尚未結

束的時刻，更應多加警惕。 

|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卻也提昇

了自助餐的衛生措施，不論菜餚加蓋、人員配戴口罩、洗手處等，皆比

去年進步，期望這些措施並非「疫情期間限定」，而是成為國人新的生

活方式，本會亦將持續關注自助餐廳之衛生安全措施，以維護消費者權

益。 

| 

【【【【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1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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