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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習單 1:犯罪與刑罰 

請同學看完影片及文章後回答下列問題： 

1. O-「Objective」：觀察外在客觀、事實。 

看到了什麼場景？影片中出現什麼樣的畫面？死刑執行的流程如何？ 

 

 

 

 

 

2. R-「Reflective」：重視內在感受、反應。 

影片中有什麼讓你很感動/驚訝/難過/開心？或有什麼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3. I-「Interpretive」：詮釋意義、價值、經驗。 

為什麼這些讓你很感動/驚訝/難過/開心？引發你想到了什麼？你有什麼樣的感受或領悟？ 

 

 

 

 

 

 

 

4.D-「Decisional」：找出決定、行動。 

對於預防犯罪，你覺得除了處罰之外，還可以有什麼行動？有什麼我們可以改變的地方？  

還需要什麼資源或支持才能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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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生對死刑相關議題看法」民意調查 

（  ）1. 對於是不是要廢除死刑，世界各國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要不要廢除死刑，要視各國

不同的情形和環境，作出適合國情的決定。請問您認不認同這一種看法？請說明認同或

不認同之原因。 

A. 認同，                                    

B. 不認同，                                   

（  ）2. 對於死刑與臺灣治安的關係，有人認為：死刑能嚇阻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但也有人認

為：死刑對嚇阻犯罪無效，執行死刑並不能改善治安。請問您比較同意那一種看法？ 

A. 死刑能嚇阻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B. 死刑對嚇阻犯罪無效，執行死刑並不能改善治安問題  

C. 其他                                     

（  ）3. 請問您贊不贊成廢除死刑？回答 A、B 請至第 4 題；回答 C、D 請至第 5 題 

A. 非常贊成  

B. 還算贊成  

C. 不太贊成  

D. 非常不贊成  

（  ）4. 請問您贊成廢除死刑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A. 死刑不能有效遏止犯罪  

B. 死刑違反人權，政府無權剝奪生命權  

C. 死刑剝奪罪犯悔改機會，現代刑罰重教化，非報復  

D. 防止冤案發生，因為死刑是不可挽回的刑罰  

E. 死刑非隔離犯人唯一方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也有相同效果 

F. 死刑無法對受害者與其遺族產生具體、實質幫助 

G. 廢除死刑符合世界潮流  

H. 其他                                     

（  ）5. 請問您不贊成廢除死刑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A. 廢除死刑將使治安惡化  

B. 廢除死刑將使得有心犯罪者無所畏懼  

C. 廢除死刑將無法彰顯社會正義，還被害人家屬公道 

D. 廢除死刑將使犯罪者出來再犯，危害更多人 

E. 不該花納稅人的稅金養犯人一輩子  

F. 罪大惡極應判處死刑  

G. 其他                                      

（  ）6. 如果修改法律，把死刑改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請問您同不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廢除

死刑？說明為什麼。 

A. 同意，                                      

B.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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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人認為：應該修改法律，把一些造成社會嚴重不安，危害治安特別重大的犯罪，例如殺

害幼童、連續隨機殺人等改為唯一死刑。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說明為什麼。 

A. 同意，                                      

B.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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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閱讀文本 1:王婉諭庭外陳述 

小燈泡的案件發生至今，家人的心痛仍無法平息， 巨大的傷痛留下無法抹滅的傷痕，如同我們

永遠忘不了小燈泡，悲傷在此生已不可能復原。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與這一個永恆的傷害共

存、與悲傷一起生活。本案，審檢辯三方，我們看到在自己的工作領域中努力奮鬥的法律人。更有

諸多醫學、心理、精神專家在這個案件中努力。對此，我們由衷感謝。 

身為被害者家屬，我們相當恐懼現有機制無法確切防免再發以及徹底教化，因此，我們無法承

受兇手回到社會。我們希望法院依法將被告與世永隔。 然而，身為一個倡議者與參政者，對於我來

說，就算判決被告極刑，這樣的結論也與我所認為的正義有很大的距離。縱使國家奪走王先生的

命，終究說來，怎麼會有安慰可言？怎麼會有正義可言？  

我們想要的是小燈泡沒有離開。退一萬步，我要其他的孩子不再遭受同樣的噩運。一命抵一

命，是對小燈泡生命的羞辱。在我心底，小燈泡的命絕不會與王先生的性命等價。作為母親，作為

被害者，我要求我們應當重新賦予小燈泡性命的價值。我認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表彰我們對於燈泡

性命的重視。那就是，讓燈泡成為因無差別殺人而受害的最後一個孩子。 身為母親，小燈泡讓我更

勇敢，去走完他來不及參與的人生，身為一個參政的公民，我有義務不讓小燈泡白白犧牲，我們必

須要求政府以及社會中任何相關單位及環節，確實檢視是否曾經有任何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 

對於個案，我們必須要求國家說明如何對於這一位顯然生病的被告提出治療矯正方案。我們必

須要求國家說明，是否可以追蹤被告一生，是否可以增加個人、家庭乃至社群的病識感，提早協助

及扶持非行少年與高危人員，確保憾事不會重演。 

在制度面，我們必須要求國家重新分配資源，認真看待國家中、社會中，那些巨大精神壓力公

民的照料、生活。我們必須要求國家重新看待毒品施用與生活的關聯性、毒品施用與精神疾病惡化

的關聯性，並且早期介入。 

即使原二審法院判決未符合家屬判處極刑的請求，但我們仍可看到合議庭在懲治犯罪與防免再

犯的努力，然而，以我國現行制度，在法院給予無期徒刑判決時，被告有可能在未來仍然存有假釋

的機會與可能。 然而目前卻不存在任何一個有效的、足夠積極的，社區處遇以及追蹤關懷的機制存

在。尤其在家人當時可能已經大量離世，經濟狀況惡劣、人際關係貧乏的狀態下。國家並無法保

證、也尚未提出任何方案來回應，被告無期徒刑後的未來，是否有可能再度產生風險。  

而本案，被告及其家屬缺乏病識感且對治療態度消極，因此再度發生的高度風險，絕非被害者

家族所能忍受。所以我們請求法院給予極刑判決。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達賴喇嘛曾說， 有一種憤怒是發自慈悲的憤怒 ，這種憤怒具有用途，本著慈悲為懷之心，抑

或希望矯正社會的不公不義，卻不刻意傷害他人，這是一種值得擁有的良性憤怒，作為慈悲的憤

怒，請各位和我一樣憤怒，也因此，身為參政者，我追求社會安全與共好，更進一步希望國家能夠

為此提出對策，但我們卻從本月 12 日監察院對法務部提出的糾正案看到，法務部所屬監所設備老

舊，超收嚴重，缺乏無障礙環境及設施，對於肢體障礙者、聽障者及認知障礙者欠缺協助資源。 

由於精神醫療團隊人力缺乏，非但無法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監所的環境反讓其身心狀態惡

化，而管理人員亦無法分辨其病情變化，常被視為違抗規範遭到違紀處分，甚至單獨監禁、使用戒

具，嚴重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14 條、第 15 條等相關規定，核有違失。可見，我們

把身心障礙罪犯關進監獄後，不但無法矯正過失，反而讓他們病情惡化，讓他們出獄後更加危險。

難道，我們要坐視這種惡性循環，都要等到重大暴力犯罪再發生後，再將這些人判死？永久移除?答

案應該很明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改變制度，讓社會更安全更美好。我很喜歡可可夜總會，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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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有時會使我激動。「 生命最終極的死亡，是當人們都遺忘他的時候 。」如果，如果小燈泡

的生命可以換來不再有類似案件發生，社會安全網的真正建立。或許才能讓小燈泡永遠活在我們每

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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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習單 2:各國死刑現況 

一、 根據各國死刑現況地圖，請描述在死刑議題上，目前國際現況為何？ 

 

 

 

 

 

 

 

二、 有死刑的國家為什麼執行死刑的方式有不同做法？其可能的考量原因為？ 

 

 

 

 

 

 

 

 

三、 已廢除死刑之國家，會用什麼刑罰來取代死刑？ 你能接受這樣的替代方案嗎？  

 

 

 

 

 

 

 

 

四、 聽完各國不同的做法，你對於執行死刑或廢除死刑有什麼樣的看法？ 

 

 

 

 

 

 

 

 

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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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閱讀文本 2:死刑怎麼執行？執行人員的心理壓力怎麼解套？ 

文／法操司想傳媒 

近期死刑議題鬧得沸沸揚揚，支持反對意見雙方交鋒。 

 

在目前死刑仍然存在的狀態下，還持續在執行死刑的各個國家，就如何「執行」死刑則各有不同，

就讓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比較常見的死刑執行方法、及我國目前行刑方法的問題！ 

 

直接開槍執行槍決 

不論是執行死刑、殺人、還是傷人，開槍都是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方法。而我國便是採取這種行刑模

式。 

與大家想像中的朝頭開槍的槍決模式不同，我國槍決主要是採取涉及心臟的方式。執行前，法醫會

先在受刑人身上標記出心臟的大略位置，執行的法警只需要朝該位置開槍即可。若法醫事後檢查並

未死亡，則再補槍。曾有傳言指出，有死刑犯因為心臟位置偏移，而開了很多槍才死亡的案例。 

 

直接斷頭的斬首刑 

斬首，顧名思義就是把受刑人的頭砍下來，也是很早就存在的死刑方法之一。有認為受刑人在執行

後仍短暫保有意識、及執行當下即失去意識兩種說法，但並沒有辦法被驗證。目前全世界似乎僅有

沙烏地阿拉伯仍然採取此種執行方式。 

 

俗稱「坐電椅」的電刑 

所謂的坐電椅，是透過從受刑人頭部灌入高壓電使其觸電死亡。這樣的行刑方式可能因為設備等等

問題導致受刑人無法死亡，而持續痛苦，美國也曾出現受刑人未死亡而向法院詢問是否屬於已執行

過刑罰的案例，但該案最後仍在一年後以電刑執行死刑。 

電刑的執行方式一直存在是否不人道、及是否違憲的爭議。之所以這麼說，不僅只前面說到的可能

沒有死而持續感到痛苦的問題，若是電刑設備出了問題，可能會導致受刑人全身被烤焦，行刑的味

道難以散去。目前美國部分地區仍採用電刑。 

 

注射毒藥的注射死刑 

這種刑罰方式顧名思義就是將多種藥物注射進受刑人的體內，使受刑人心臟停止運作。這種行刑方

式在美國被廣泛使用，但也有認為可能會因為劑量、體質等問題，導致受刑人無法死亡的狀況，因

此反對注射死刑的不同意見。 

除了上述了死刑執行方式以外，目前尚存在其他種類的執行方法，例如以前文章說到的日本的絞

刑、朝受刑人丟石頭到死的執行方式等等。 

 

我國目前死刑制度的問題–心理壓力 

廢死與否目前仍有正反不同的意見，但在討論是否廢除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討論改變死刑的執行

方式。一般來說，死刑的執行方式問題大多聚焦在執行方式是否人道，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要

是「執行人」的心理壓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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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死刑執行方式採取「槍決」，由執行人以槍對受刑人的心臟、或小腦等部位開槍來執行。

但是這種執行方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對執行人的心理造成的壓力。雖然目前能執行死刑的法

警，都是表示過可以執行的人員，但是就算在法律上他們的行為是依法律的行為，真的就表示執行

時不會對執行人造成壓力呢？ 

 

當然，我們並非執行死刑的當事人，我們自然不知道執行死刑會不會對他們造成心理壓力，但這並

不代表我們不必去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當這個被執行死刑的人是被冤枉的時候。 

許多人不相信司法，卻相信這個他不相信的司法判出的死刑。當這樣的矛盾出現時，我們或許要思

考一下：「難道平常我們覺得都亂判的司法體制，在死刑案件就會突然判對了嗎？如果真的一個不

小心判錯了，對執行死刑的人難道不是也是一種傷害嗎？」或許，現在的執行方式是最快、也最直

接的方法，但我們也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其他可以用其他像是多人一起按按鈕的方式來執行，

以減少執行人員的心理壓力呢？ 

（引自 https://follaw.tw/f-comment/f02/16274/） 

 

https://follaw.tw/f-comment/f02/1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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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1 死刑大視界 

閱讀文本 3:死刑的替代方案 

1997 年時，僅有 64 個國家在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刑，但在 2016 年年底前，已累計有 141 個國家廢

除死刑[1]，也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的國家廢除死刑。那麼這些國家，又是用什麼刑罰

去代替死刑呢？ 

 

Roger Hood 在他的著作[2]中提到，死刑的替代方案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能滿足人民對犯罪譴責與報應的要求，並跟罪行嚴重性成正比 

看起來不至於大幅減輕刑罰的嚇阻效果 

讓持續對大眾安全構成真正威脅的人無法再犯 

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7 條和第 10 條的要求（禁止酷刑、給予收容人或受刑

人符合人道與尊嚴的基本待遇） 

 

回歸現行法律，其實從 2006 年後，台灣再也沒有絕對死刑的罪名（又稱唯一死刑，也就是只能判死

刑，法官沒有其他刑罰可以選擇），舉殺人罪為例，除了死刑以外，其實還有二種刑罰： 

無期徒刑（服刑 25 年得申請假釋）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則上 15 年以下） 

 

目前世界上替代死刑的方案有幾種可能性，差不多就是以上述二種刑罰為基礎，再加以細分或改

變，分別是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無期徒刑有假釋可能性以及有期徒刑。 

 

看起來假釋在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我們先來談談什麼是假釋。 

 

什麼是假釋？ 

假釋的「假」是暫時的意思，也就是暫時釋放。也就是說，假釋是一種附條件提前釋放受徒刑執行

之人的行刑措施及寬恕制度。簡單說就是：「這段時間（無期徒刑執行 25 年以上，有期徒刑已執行

二分之一刑期以上[3]）受刑人『表現良好』可以提出假釋申請，通過審核，可以提早出獄。」在台

灣，假釋是由監獄長官報請法務部許可，假釋核准與否，和罪質輕重、刑期長短無必然關係，而著

重在是初犯或累犯、是否有悔改、在監期間有無重大違規紀錄、出監後社會系統支持力強弱等（如

家庭或工作）。 

 

然而，假釋的人都必須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是什麼？它是讓司法機關確保你會繼續當個乖寶寶的

制度，執行保護管束的人可能是警察機關、慈善機關或家人，而受保護管束的人（假釋者）必須服

從檢察官及執行者的命令、不能挑釁被害人或告訴人、每個月要向執行者報告自己的身體、生活及

工作狀況、未經執行者許可，不能離開受保護管束的地方，違反這些規定的話會被撤銷假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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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是乖寶寶，出去滿一段時間都沒有再犯罪，還沒執行的刑期就一筆勾銷；相反地，如果

你出去後又犯罪就要回去關，而且出去的日子不會算在刑期內。那麼，無期徒刑得假釋或不得假釋

又有甚麼差別呢？ 

 

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終身監禁） 

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終身監禁不得假釋，LWOP，life sentence without parole）：指在對案件量刑之

時，就全面排除了未來審查是否可以假釋及最終釋放的可能性，即使未來發現犯人的狀態改善、對

社會沒有危害、可以被釋放，也不可以假釋，即終身監禁。 

 

雖然有人認為這是廢死與支持死刑的立場中，彼此最可能達成共識的方案，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7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及第 10 條：

「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即所提供的監禁環境必須排除任何不人道或侮辱的懲罰或處遇，並且確保「尊重天賦人格尊嚴」、

使囚犯有機會獲得矯治，或至少不會因所受的監禁條件而變得更加危險，但無論是強制或是可裁量

的終身監禁都違反了公約的規定，剝奪受刑人再社會化的可能，並不符合 Roger Hood 提出的死刑替

代方案條件。 

 

匈牙利及美國無死刑的州大多採終身監禁，也就是一開始就確定關一輩子，沒有審查跟假釋的機

會，終身監禁就是一級謀殺犯的唯一刑罰。後來大家發現，LWOP 有潛在的擴張傾向，也就是說，

在有死刑的情況下，原本不會被判死刑的人只會被判可假釋的無期徒刑，但是在死刑廢除後，都會

被判處終身監禁。也就是說，本來終身監禁只是要拿來取代死刑，卻讓本來不會被判死刑的人也被

納入了終身監禁的範圍。 

 

除了美國，菲律賓、越南、印度及烏克蘭等國家都有 LWOP，但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 LWOP 在最

嚴重的謀殺罪當中屬於可裁量的刑罰選項，不像美國是「唯一終身監禁」。 

另外，若是基於保護大眾的目的而採用，LWOP 可能不是唯一必要的手段，其實可以透過別的方法

達成，例如改進監禁條件，加強監獄教化功能及假釋審查程序、落實釋後管束、引進德國的安全管

束監禁制度等。 

 

無期徒刑但有假釋機會 

在服刑超過一定年限之後，就可以有申請假釋的資格，可以申請假釋是因為我們不能「合理地推論

所有無期徒刑的受刑人終其一生都會對社會構成危險」，假釋前應該要致力於發揮監獄「教化」的

功能，給予無再犯之虞的受刑人再社會化的機會，以符合我國監獄行刑法第 1 條所稱：「徒刑、拘

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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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質疑，現行無期徒刑最快 25 年就能假釋的制度，真的適合原本會被判死刑的受刑人嗎？

會不會反而造成更多社會問題？其實我們不必被現有的無期徒刑制度所侷限，相反地，可以調整現

有的無期徒刑，增設一種「特別無期徒刑」，專門用來取代死刑，但同時保留原本的無期徒刑制

度，暫且稱它為「一般無期徒刑」。調整過的特別無期徒刑，因為是用來取代死刑的，特別的地方

在於： 

能否假釋的審查較嚴謹、特別，由特殊的審議委員會決定，不像一般無期徒刑是由法務部決定 

比起一般無期徒刑，特別無期徒刑要服刑比較久才能假釋 

 

特別無期徒刑判決確定後，刑期就不受減刑條例、大赦的影響（我國近二十年來曾多次減刑，而我

們目前在使用的一般無期徒刑是可以減刑的）[5] 

 

有些國家將多少年後可以申請假釋明定在法條上，如我國，有些國家則是交由法官在判決書中決

定。在討論增設「特別無期徒刑」時，或許可以參考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他們的假釋門檻為何，

舉例來說，法國為 30 年、波蘭 25 年、德國 15 年、丹麥 12 年、芬蘭 10 年到 15 年、瑞典 10 年，東

歐國家則大多都在 20 年到 40 年左右。（當然也有採用無期徒刑但無假釋機會的國家） 

 

舉德國為例，德國於 1949 年德國基本法中明文廢除死刑，他們就是利用假釋制度及安全管束監禁制

度來代替死刑，安全管束監禁制度是為了避免「無可救藥的習性」的犯罪人服刑完畢出獄後，可能

又有人遭受侵犯，此制度被認為是能夠消除大眾恐懼的最後必要手段，有點像我國的保安處分[6]。 

雖然受刑人服滿刑期，但當他有「致重大犯罪行為的習性」及「對一般大眾的危險性」時就能進行

安全管束，相較於服刑時期，安全管束有獨立的監禁空間、較多接見、自由時間、更可以請求進行

自己的事業工作、仍然負有再社會化的任務，也會定期評估是否可以中止安全管束。[7] 

 

若採用無期徒刑但有假釋機會的制度，這也不會是提高假釋門檻或修法後就解決的事情，我們還有

很多事情要做，因為不是短短「終身監禁」四個字，不能直接否定犯罪人恢復人性的希望，不能將

他永遠關在監獄裡不聞不問，不能忽略他出獄後能否適應社會、有穩定的生活或支持系統，我們必

須多方借鏡，必須更重視、花更多資源、心力讓受刑人再社會化，以防止受刑人出獄後造成社會問

題，畢竟與外界隔離長達二、三十年或更久的時間，勢必使回歸社會之路更加困難。 

 

有期徒刑 

以「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雖然可以撫平支持死刑者對於個人安全利益的疑慮，也更容易說服更多

人廢除死刑[8]，然而，若將受刑人永遠禁錮在監獄中而不給予假釋的機會，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弊

病。例如終身監禁的制度讓受刑人失去了自新的機會，監獄管理者對於喪失求生念頭以及自新意志

的受刑人，可能會以不理智的管理方式管理受刑人。[9] 

 

有期徒刑 v. 無期徒刑但得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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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以終身監禁替代死刑執行，那麼有期徒刑便會成為死刑的替代手段，而且跟無期徒刑得假釋相

同：受刑人得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監禁後重返社會、重獲自由。那麼，它們之間有何不同呢？ 

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受刑人，便是法官認為相較於所犯的罪而言，給予一定期限的刑期，已經足夠達

到威嚇的效果，並且在這個期限內，足以透過矯治機構（監獄）幫助受刑人復歸社會。反之，遭判

處無期徒刑的受刑人，除了在應報理論下透過刑罰制度拘束人身自由達到上述的機能外，更希望透

過無期徒刑的宣判達到「隔離」的效果。 

 

然而，考量到受刑人在隔離的過程中可能透過宗教或是其他矯正機制而有重返社會的可能，因此，

即便遭宣判無期徒刑仍應設有假釋等能讓受刑人重返社會的制度。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明確指出，

基於人性尊嚴，國家不得永久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並且應該以「再社會化」作為刑罰的基本價值。

也就是無論面對何種刑責的人，監獄對於無期徒刑的受刑人負有促使其再社會化的義務，維持其生

活能力以及防止因剝奪自由造成的損害性結果。 

 

除此之外，歐洲人權法院在往後的幾個判決中，也重申無論如何皆應提供受刑人重返社會的通道，

亦即，重點在於「再社會化」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10] 

 

最長刑期只有 21 年的國家：挪威 

挪威在 1902 年廢除死刑制度後不久，也廢止了終身監禁制度，並且認為這樣的刑罰制度「過於極

端」。但是為了彌補單一刑事制裁手段的不足，挪威仍設有預防性措施，亦即可以針對服刑期滿後

的重刑犯予以「預防性拘留」不過截止目前為止從挪威設立此制度至今還沒被使用過。挪威受刑人

出獄的再犯率是 20％，而英國和美國的再犯率約為 50％，從這樣的比例來看，或許可以初步的說，

「刑罰的輕重」與再犯率間的關聯或許可以受到一些質疑。[11] 

 

2011 年 7 月 22 日，挪威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事件，[12]造成了 77 人死亡、96 人受傷；隔年 8 月，

挪威的奧斯陸地方法院宣判被告 Breivik 成立恐怖攻擊的違反人道罪，處最重 21 年有期徒刑及預防

性拘留，至少需要服刑 10 年，並應審酌被告的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有可能達到實質的終身監禁。

（於 21 年之後，依照其是否仍具危險性，每次得延長 5 年監禁。） 

 

對於這樣的判決結果，受到了大多數的民眾支持，且其中一位被害者的家屬認為， Breivik 應該要

為每位死者各負 21 年的刑責，但若 Breivik 已經不會對社會造成危害，也應該有釋放的機會；另外

部分被害者家屬也表示，因為審判的終結，Breivik 將和他們不再有任何關係，無論 Breivik 被判處

何種刑責，也無法替代逝者的生命。 

 

當時的挪威總理認為，「正因為 Breivik 的作案動機是否定現有的挪威價值觀，此刻更要堅守。為

了破壞社會所珍惜的價值，Breivik 奪去了許多性命，不能連他最想摧毀的自由民主也一同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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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這樣的論述似乎可以呼應到，當犯罪者以「尋求死刑」、或是「挑戰不被判死」作為犯案動機，

我們如何堅守維護，不讓社會所共同建構的價值輕易的被摧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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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2 島國殺人紀事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習單:島國殺人紀事 2 

1.你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2.請列出盧正案的疑點和盧正姊姊替他喊冤的理由是什麼？ 

 

 

 

 

3.立法委員林昶佐在看過《島國殺人紀事 2》後提到「即使案發現場採集的毛髮不是他的、血型不

是他的、指紋不是他的，更沒有任何直接人證物證能證明盧正是兇手，即使偵訊調查過程充滿違

法與荒謬之處，且受到人權團體撻伐、監察院著手調查，法務部仍罕見地於兩個月後火速執行死

刑。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盧正是殺人兇手，但倒是有很多證據證明司法是殺了盧正的兇手。」請

問你的看法如何？ 

 

 

 

 

4.針對司法改革基金會提出的盧正案疑點、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以及糾正內容，請你歸納費死人是

支持廢死的論點可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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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3 支持死刑的看法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習單:世界咖啡館：對話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 

討論流程介紹，每回合 10 分鐘，共進行 3 回合討論，最後 5 分鐘全班分享。 

請學生分成 5~6 桌，每組人數接近 5~6 人。 

 

第一回合 

1. 每桌先選出一人做紀錄，在紙上紀錄討論的重點。 

2. 進行討論 

問題： 

從王琬瑜的庭外陳述推測家屬的希望看到怎樣的判決結果？王景玉案的判決書理由引起爭

議原因有哪些？跟民眾的感情相符嗎？ 

 

第二回合 

1. 記錄留在原桌，其他人隨意換桌進行第二回討論。 

2. 第一回的紀錄分享之前討論的重點。 

3. 將紀錄的工作交給第一回紀錄右手邊的人。 

問題： 

對於判決結果，你可以採取哪些行動表示你的想法？行動反應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或社會文

化？經過討論你有什麼覺察？ 

 

第三回合 

各組向全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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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4 與惡的距離 

閱讀文本 1:一警察行兇客運車上持刀刺死高中生 

  玉山國家公園警察隊隊員張憲星，昨天晚間在高雄客運班車上，持刀將高雄市海青工商一年級

學生梁順安刺死，警方經過漏夜偵訊，上午並進行現場摹擬，結果張姓員警還當場大叫失控，懷疑

張姓員警，可能是精神異常的行為。 

  經過警方連夜偵訊，上午押解兇嫌張憲星到高雄客運公車上做現場摹擬，然而當警方完成蒐證

後，嫌犯在下車時卻突然失控大聲喊叫，警方指出，根據記錄兇嫌張憲星自八十年起，就有精神異

常就診的情形，研判嫌犯可能是盤查時突然發作，而持刀將梁順安刺死警方根據車上多位目擊證人

的描訴指出，張嫌在動刀時就已經失去了理智就讀海青工商一年級真班的梁順安，目前是和同班的

一位林姓同學，一起在鼓山租房子住，雖然學校一再表示梁順安上學正常，功課在班上是中等的層

度，不過同住的林同學則認為梁順安個性有時會衝動目前學校已將梁順安的個人資料交由警方處

理，同時安撫班上同學。 

(引自 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199803/199803230013930.html?fbclid=IwAR0NuYPHZt9RRQOLZ8r_-

S11dqqOCLjScG-z-RlGS3Ua7exlVHdF-8r7p80) 

 

 

  

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199803/199803230013930.html?fbclid=IwAR0NuYPHZt9RRQOLZ8r_-S11dqqOCLjScG-z-RlGS3Ua7exlVHdF-8r7p80
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199803/199803230013930.html?fbclid=IwAR0NuYPHZt9RRQOLZ8r_-S11dqqOCLjScG-z-RlGS3Ua7exlVHdF-8r7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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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4 與惡的距離 

閱讀文本 2: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8 年度重訴字第 6 號被告鄭再由涉嫌在火車上刺死員

警案件新聞稿 

壹、主文： 

    鄭再由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5 年。 

貳、本件事實之認定： 

    被告鄭再由因認遭雇主及友人不公平對待，且懷疑有人要謀害自己，取得自己投保之保險金，  

    認為需要防身，遂於民國 108 年 7 月 3 日 15 時 30 分許，在臺南市小北百貨購買紅柄嫁接刀、 

    水果刀各 1 支。被告為求讓自己遭友人陷害一事公諸於眾，欲北上找媒體請願，於同日 18 時 9 

    分許，在臺南火車站購買臺南至新營莒光號全票 1 張，先南下高雄後，又搭乘 152 車次自強號  

    列車北上，行經新營至後壁間時，為列車長傅至宏發現被告票種不符而要求補票，但遭被告拒  

    絕，傅至宏便要求被告在嘉義火車站下車。待該列車行駛至嘉義站後，因被告並未下車，且由  

    第 3 車廂往第 4 車廂移動並咆哮，被害人即警員李承翰獲報後前往處理。被告見被害人身穿警  

    察制服後情緒更激動，被害人於同日 20 時 45 分許，以溫和態度勸說被告下車處理並以無線電  

    通報，此時，被告竟基於妨害公務及殺人之犯意，在上開火車第 4 車廂內，取出藏於褲子口袋  

    內之紅柄嫁接刀，往被害人左腹部刺擊，造成被害人左上腹單一穿刺傷。被害人雖負傷，但見  

    被告持有刀械且列車上尚有眾多旅客，仍奮力以雙手控制被告，待被告遭眾人壓制後始放手。  

    被害人雖緊急送醫急救，仍因左上腹單一穿刺傷而刺破下腔靜脈（破口長 1.8 公分）及右側結  

    腸繫膜而大量出血死亡。 

參、被告經本院審理後，認定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判決無罪： 

一、被告自 90 年起，開始前往奇美醫院精神科門診，並於 99 年被醫生診斷罹有思覺失調症，但被  

    告於 106 年 2 月 3 日看診後即失聯。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表示，被告罹患此疾病必須終身服藥  

    控制症狀，停藥將導致病情惡化。可見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為有精神障礙之人。 

二、被告於案發前 2 日思覺失調症已發作，妄想遭朋友設計要和被      告女兒一起謀害被告，以詐領保  

    險金，被告並於案發當天搭乘   火車前，陸續前往 2 處派出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保險公司、   

       議員服務處等地，四處陳述有人要殺他以牟取保險金，希望解除保險契約等語。但被告認為這  

    些單位無法解決其問題，故最      後搭火車北上，進而發生本件憾事。 

三、被告妄想其被跟蹤、手機被監控，故刻意閃避行蹤，先自臺南      火車站南下前往高雄新左營站， 

    再自該站搭乘臺鐵 152 車次自     強號欲前往臺北，行為異常。嗣被告在嘉義火車站被列車長要     求 

下車時，還妄想有人要害他，語無倫次，足認被告精神狀態     極度不穩，嚴重影響其認知及理解 

能力，隨即持刀刺殺前來處      理之員警。 

四、被告經本院羈押後，嘉義看守所安排醫師給予治療，醫師診斷後認為「被告情緒激躁不安，自 

    言自語，思考不合邏輯，答非所問，被害妄想，關係妄想，現實感不佳，缺乏病識感，給予抗  

    精神病藥物，情緒穩定劑，病患持續接受門診治療，情緒改善，言談較為切題，但被害妄想仍 

    存在，甚至談及妄想內容時，情緒會突然失控，病患目前精神症狀仍明顯須接受完善精神醫療 

    照護」。足證被告行為時，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且處於發病狀態。 

五、再經本院將被告送至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為精神鑑定，亦認：被      告行為時，處於思覺  失調症急

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故其犯案行為是受其精神狀態影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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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已達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而鑑定醫師嗣後亦到本

院證稱：思覺失調症病人需要終身服藥控制，停藥 2 年內，幾乎 100％會發病，而案發時被告

處於急性狀態妄想，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被告已喪失辨識能力。綜上，本院認被告行

為時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無法依據對於周遭之辨識而為行為，故被告於行為時具

有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情形，依法應為無罪之判決。 

肆、被告應依刑法第 87 條規定，令入相當之處所施行監護 5 年： 

    被告自認生活壓力沒那麼大，為了省錢、賺錢，自以為症狀情況改善即中斷就診、未規律服

藥。實則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須終身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控制症狀，停藥將導致病情惡化。依

鑑定醫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罹患精神疾病之病患，病識感、服藥順從性不佳等語，又鑑定報

告之結論亦建議可藉由司法要求個案於服刑或監護期滿後一定期間需規律返診及服藥，以加強

病患之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減少其再犯可能性。故本院為降低被告再犯的可能性，避免其反

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依刑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3 項前段規定，令被告到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即強制就醫），至於監護期間本院則判處法律所定最高上限 5 年。 

伍、若不服本判決，當事人得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提起上訴。 

陸、相關法條規定： 

一、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期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二、刑法第 87 條（第 1 項）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 3 項）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引自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06368-28db4-

1.html?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news&fbclid=IwAR1xfQKoGaQjQFkDxshYeVg55Q

5YL0pYD2vKxkGw_Lu7GxOLSai71LZhE)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06368-28db4-1.html?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news&fbclid=IwAR1xfQKoGaQjQFkDxshYeVg55Q5YL0pYD2vKxkGw_Lu7GxOLSai71LZhE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06368-28db4-1.html?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news&fbclid=IwAR1xfQKoGaQjQFkDxshYeVg55Q5YL0pYD2vKxkGw_Lu7GxOLSai71LZhE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06368-28db4-1.html?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news&fbclid=IwAR1xfQKoGaQjQFkDxshYeVg55Q5YL0pYD2vKxkGw_Lu7GxOLSai71LZhE


19 

單元名稱:3-4 與惡的距離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學習單:與惡的距離 

一、案情分析 

人物  陳述的事實或理由 對被告有利或不利 

1.加害人   

2.列車長   

3.鄰居   

4.加害人妻子   

5.記者   

6.鐵路局嘉義分所所長   

7.嘉義地檢檢察長   

8.里長   

9.目擊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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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初步分析—請記錄你的想法 

(一)根據媒體報導，你是否可以試著概述整件事件的始末？ 

(二)你認為該名加害人的處境，值得同情嗎？理由為何？ 

(三)你認為法官應如何判刑？理由為何？（刑罰愈重，向有罪的向度靠近） 

 

 

 

 

 

 

 

 

 

 

三、綜合活動討論 

1.你認為經由一則新聞報導就能夠完全瞭解這個案件的原委嗎？請列舉三個理由。 

 

 

 

 

2.試著思考受害人家屬需要的公道是什麼？如何實現正義？ 

 

 

 

 

3.試著思考，如果你是加害人的家屬，會需要什麼樣協助？ 

 

 

 

 

4.思覺失調為不可逆的疾病，只有五年的強制治療是否足夠？（可引導討論司法醫療機構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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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交換立場，我認為那一個理由最具有說服力？ 

 

 

 

 

五、 試著提出一個對方沒有提出的看法。 

 

 

 

 

六、 回顧案件初步分析，你的立場有移動嗎？請比較一下個人與全場的軌跡。並說明你的想法是如

何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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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5 刑罰的目的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1:刑罰的目的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對行為人施以 

刑罰的目的 

 

 

預防                                                     懲罰 

再犯 

原因: 原因: 

 

 

 

 

對被害人的作

用 

  

對社會的作用   

反思 經過兩個階段的討論，你的想法是否有改變?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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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5 刑罰的目的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2:紙上法庭 

人物關係 人物 1 (姓名、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職業等) 

 

人物 2  

人物 3  

(關係圖) 

 

 

 

事件經過 (概述) 

 

 

 

行為動機

是什麼 

 

 

是否有證

據 

(概述) 

 

 

對被害人

的影響 

 

誰該為事

件負責任 

(詳述原因) 

 

 

 

 

最多人支持的是誰?原因是什麼? 

 

是否需要

以刑罰的

方式使其

負責 

(詳述方式與目的) 

 

 

 

 

最多人支持的方式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除了刑

罰，是否

有其他負

責的方式 

(詳述方式與目的) 

 

 

 

最多人支持的方式是什麼? 

 

被害人的

損失如何

回復? 

 最多人支持的方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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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5 刑罰的目的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3:反思 

反思 看完別組的分享與自己的想法，我覺得此事件採用刑罰的目的是: 

 

 

 

 

除了刑罰，是否有其他方式也能達成上述目的?採用這些方式後，對行為人、被害人、

社會有什麼影響? 

 

 

 

 

 

採用上述的那些方式比較能回復被害人的損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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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6 跨出同溫層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1:挺廢死的七個理由 

這是今日 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 網路大數據》，觀察網友在臉書討論、PTT 與各新聞

媒體、討論區的留言統計出來「挺廢死的七個理由」。請將這些理由依照你自己(或你們這一組)認

同的程度，在數線上標示，並於下表寫出排序原因。 

(資料來源:網路溫度計(2018)。殺人死刑錯了嗎？挺廢死的人在想什麼。遠見。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5090) 

 

 

 

 

排序 
挺廢死的理由 

(填代碼) 

排序原因 

 

最高  

 

 

 

 

 

 

 

 

 

 

 

 

 

 

 

 

最低 

  

  

  

  

  

  

  

代碼 挺廢死的理由 代碼 挺廢死的理由 

1 死刑違反人權 5 用其他刑責(如永久隔離)取代死刑 

2 死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6 死刑無法真正遏止犯罪的發生 

3 死刑違反兩公約 7 沒有人有權利去剝奪別人的生命 

4 誤判、冤獄不可逆   

最高 最低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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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6 跨出同溫層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1:反廢死的七個理由  

這是今日 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 網路大數據》，觀察網友在臉書討論、PTT 與各新聞

媒體、討論區的留言統計出來「挺廢死的七個理由」。請將這些理由依照你自己(或你們這一組)認

同的程度，在數線上標示，並於下表寫出排序原因。 

(資料來源:網路溫度計(2018)。殺人死刑錯了嗎？挺廢死的人在想什麼。遠見。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5090) 

 

 

 

排序 
反廢死的理由

(填代碼) 
排序原因 

最高  

 

 

 

 

 

 

 

 

 

 

 

 

 

 

 

最低 

  

  

  

  

  

  

  

代碼 反廢死的理由 代碼 反廢死的理由 

1 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 5 重大犯罪者再犯率高 

2 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作用 6 對被害者家屬是一種交代(社會正義) 

3 不該浪費納稅人的錢養死刑犯 7 廢死的配套措施不明確 

4 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定   

最高 最低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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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6 跨出同溫層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二 2:挺廢死的七個理由  

 

 

挺廢死的理由 我反對的理由 

死刑違反人權  

死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死刑違反兩公約  

誤判、冤獄不可逆  

用其他刑責(如永久隔離)

取代死刑 
 

死刑無法真正遏止犯罪的

發生 
 

沒有人有權利去剝奪別人

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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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6 跨出同溫層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2:反廢死的七個理由  

 

 

反廢死的理由 我反對的理由 

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  

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作用  

不該浪費納稅人的錢養死刑

犯 
 

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定  

重大犯罪者再犯率高  

對被害者家屬是一種交代(社

會正義) 
 

廢死的配套措施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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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3-6 跨出同溫層 

 

班級:    座號:    姓名:    組別: 

學習單 4:反思 

對於是否廢除死刑，我原本的看法是?理由是? 

 

 

 

 

 

別人與我相同的觀點是? 

 

 

 

 

 

看了別人反對的理由，我想要說的是? 

 

 

 

 

在這個活動中，我學習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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