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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係以實務刑事執行層面，探討受假釋人撤銷假釋為主，由於本文

所參考的資料宥於國內文獻關於撤銷假釋制度的研究，以及實務的運作

模式，整體而言係缺乏比較法學的視野，恐有閉門造車之感，自認所學

不足只能從實際的工作經驗，曾經發生過的刑事執行問題，淺談此議

題，且提供之建議仍會受到高度的質疑，缺乏比較法學的宏觀視野，仍

是本文的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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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制度一直為外界所詬病，長期以來，法務部多次研討修正假釋制度

卻不被外界（包括）學界所認同，然受刑人權利保障之重視已逐漸萌

芽，大法官釋字第 681 號、第 691 號解釋，雖未能就現行假釋制度及撤銷



假釋之正當程序深究立論；且撤銷假釋之救濟制度應如何規劃，必須與

配合假釋制度整體設計之檢討對此亦未詳論，但針對假釋制度相關之法

制改革已出現契機仍令人欣慰，亦提供我們思考方向，這些問題將是吾

人未來所需嚴正面對者。筆者以一實務經驗者提出目前可能的問題點與

未來相關的處理面向，以受假釋人之撤銷假釋為研究主題，詳細檢視受

假釋人被撤銷假釋有無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賦予其如何之救濟途徑。現

行法規範似乎已無法妥適規制實務的運作，未能達到保障受假釋人之權

利，本文將以撤銷假釋為例，分析現行實務衍生問題，以提供實務及學

界另一觀察的視角，朝刑事訴訟法關於刑事執行之受刑人權利保障的細

緻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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