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草案
條

文說

明

第一條 為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及 本條例之立法理由。
解除戒嚴二十週年，予罪犯更新向善
之機，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犯罪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 一、第一項規定減刑基準日為犯罪在九十
二十四日以前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者，另訂定一
外，依下列規定減刑：
致性之減刑標準，不仿中華民國八十
一、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年罪犯減刑條例之例區分甲、乙類，
二、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
以求其明確，並避免計算上之困難及
三、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減其刑
執行上之混淆，同時參考新修正刑法
期或金額二分之一。
有關減輕其刑之規定，明定減刑之幅
緩刑或假釋中之人犯，於本條例
度，以配合新修正刑法意旨，並符合
施行之日起，視為已依前項規定減其
社會觀感。
宣告刑，毋庸聲請裁定減刑。但經撤 二、緩刑或假釋中之人犯約占受刑人總人
銷緩刑之宣告或假釋者，仍應依本條
數百分之二十三，而緩刑人或假釋中
例規定聲請裁定減刑。
之人犯，並非在監服刑，無立即辦理
減刑之必要，為免除聲請裁定減刑之
繁瑣程序，爰於第二項定明視為已依
第一項規定減輕其宣告刑，由檢察官
或軍事檢察官逕依第一項減刑標準換
算其應減得之刑，以減輕辦理減刑之
作業負荷。但該緩刑之宣告或假釋經
依法撤銷時，因必須執行原宣告刑或
假釋残餘刑期，故仍須依本條例規定
聲請裁定減刑，爰設但書規定，以資
適用。
第三條 下列各罪，經宣告死刑、無期 一、第一項規定不予減刑之罪名，說明如
徒刑或逾有期徒刑一年之刑者，不予
下：
減刑：
(一)針對目前政府重點打擊之犯罪，如：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
貪污、賄選、金融犯罪及危害社會治
罪。但依同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減
安較為嚴重之性侵害、洗錢、毒品、
輕其刑者，不在此限。
走私、販賣槍砲、人口販賣、組織犯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
罪及暴力型犯罪、強盜、擄人勒贖、
條、第八十七條之一、第八十七
危害民生安全之詐騙集團、竊盜及劫
條之二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
持民用航空器之恐怖活動等犯罪類
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
型，即不予減刑。
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條之二 (二)惟因其中部分罪名法定刑不高，犯罪
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一條第
情節不一，為免法院宣告刑為有期徒
一項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
刑一年以下之短期自由刑者被排除在
罪。
減刑門外，反而失去更生之機會，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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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
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
一項後段、第二項、第八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
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六項之罪。
四、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
第八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修正公布前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罪。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條、第六條及
第九條之罪。
六、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之罪。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至第六
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
月九日修正公布前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十二條、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
正公布前之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
至第八條之罪。
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
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三十條及
第三十一條之罪。
九、懲治走私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
第九條及第十條之罪。
十、犯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
用合作社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
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信託業
法、票券金融管理法、證券交易
法、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保險法或農業金融法
之罪。
十一、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之罪。

於第一項序文規定第一項各款所列之
罪，需經宣告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
期徒刑一年之刑者，始不予減刑。
(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殺人罪
者，不論其次數、人數或是否對依法
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犯之，均屬危害社
會治安之重罪，應排除適用於減刑範
圍，以彰顯寬嚴並進之刑事政策。
(四)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
第三百二十二條、第三百二十七條、
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百四十條、第
三百四十五條之罪、洗錢防制法第九
條第三項、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
三項、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七
條第五項及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二
項、第八十三條第二項之罪，均屬於
常業犯，雖因刑法修正後刪除常業犯
規定，但適用修正前上開法律之此類
犯罪惡性非輕，對於社會治安影響較
大，仍應列為不予減刑範圍。
(五)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公布廢止前之懲
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六條及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公布廢止
前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之罪，
雖因部分犯罪類型，回歸刑法及陸海
空軍刑法規範，但適用廢止前之上開
條例犯罪，仍屬重罪，且為數非少，
仍應列為不予減刑範圍，以降低對於
社會治安之衝擊影響。
(六)陸海空軍刑法不予減刑之罪名部分：
1.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前
段、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前
段、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
第二項之罪，因違反軍人應負保守軍
機之義務，如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
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電磁紀錄或物品，或意圖刺探或收集
軍事機密，未受允准而侵入軍事處所
2

十二、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罪。
十三、民用航空法第一百條及第一百
零一條之罪。
十四、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
三十六條第一項後段、第二
項、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百七十六條故意炸燬第一
百七十三條之物、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五項、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
十六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九
十條第二項、第一百九十條之
一第三項、第一百九十一條之
一第三項、第二百二十一條、
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
四條之一、第二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
百二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百
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百八十條對
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二項或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第二
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二
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二百九
十九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二
項、第三百零三條對於直系血
親尊親屬犯第三百零二條第二
項之罪、第三百二十條、第三
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
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
二十八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
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
條、第三百三十二條至第三百
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

或留滯其內者，必生國家安全之重大
危害，自不宜減刑。
2.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項之投敵罪，違反軍人保衛國家
之忠誠義務，有失忠貞愛國之軍人氣
節，且嚴重危害國家軍事利益，自不
宜減刑。
3.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
段、第三項之攜械逃亡罪，除對軍實
有所影響，對於社會治安亦生重大危
害，自不宜減刑。
4.軍人身負保國衛民任務，是以特重紀
律，服從命令不僅為軍人天職，亦為
法令所明定。為期貫徹軍令，以求勝
果，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抗命罪，自
不宜減刑。
5.軍隊為期精誠團結，發揮整體戰力，
特重階級倫理，自古中外皆然。部屬
對長官施加暴行、脅迫或恐嚇行為，
不僅違反軍中倫理，對長官之領導威
信亦有重大貶損，嚴重危害軍事安
全。故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第四項、第五十條第一項、第
三項之對長官施暴脅迫罪，自不宜減
刑。
6.劫持航空器屬萬國公罪，第十四款已
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至
第五項列為不予減刑之罪，若劫持軍
用航空器、艦艇，更嚴重影響戰力，
故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劫持軍用艦艇航空器
罪，自不予減刑。
7.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前
段、第四項毀壞直接供作戰之重要軍
用品罪，嚴重影響戰備與整體戰力發
揮，自不宜減刑。
8.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之竊取侵占軍用武器、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製造販賣運輸
軍用武器及零件罪，影響軍實及社會
治安至鉅，自不宜減刑。
9.軍隊屬武裝組織，強調上下一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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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二項、第三百三十九
兵一心，倘相互欺矇，違反真實，必
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
危害軍隊戰力。故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百四十
六十六條第一項後段之假造命令致軍
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百
事不利益罪，自不宜減刑。
四十八條之罪。
10.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七條、第六十
十五、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
八條之對執行職務軍人暴行罪，危害
正施行前之刑法第三百二十二
軍隊安全，打擊領導威信，自不宜減
條、第三百二十七條、第三百
刑。
三十一條、第三百四十條、第
11.犯九十年十月二日修正施行前之陸
三百四十五條、洗錢防制法第
海空軍刑法第八十三條搶奪財物罪、
九條第三項、兒童及少年性交
第八十四條結夥搶劫罪、第八十五條
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
盜取財物罪及第八十七條對婦女強制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二
性交罪，均為侵害人民法益之犯罪，
十五條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
且現役軍人為之，影響軍譽至鉅，自
五項、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二
不宜減刑。
項及第八十三條第二項之罪。 二、九十年十月二日修正施行之陸海空軍
十六、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
刑法，除綜彙相關軍事刑法外，並引
公布廢止前之懲治盜匪條例第
置部分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納入規
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條
範，為維護軍紀並兼顧治安，故該法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條第一
引置之部分，亦有必要一併予以規
項、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
範，爰為第二項規定，以求周延。
第二項、第六條、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一月七日公布廢止前之
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條第
一項之罪。
十七、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日修
正公布前之麻醉藥品管理條例
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之罪。
十八、陸海空軍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前段、第二項、第三項、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前
段、第二項前段、第三項、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
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
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十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五十八條
第一項前段、第四項、第六十
4

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十
六條第一項後段、第六十七
條、第六十八條、中華民國九
十年十月二日修正施行前第八
十三條、第八十四條、第八十
五條盜取財物及第八十七條之
罪。
前項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依
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七十
七條引置者，亦同。
第四條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曾依其 一、依刑法第七十條規定，有二種以上刑
他法令減刑者，仍就原減得之刑再予
之減輕原因時，既得遞減，故在有二
減刑。
以上法定減刑原因時，自得再予減
刑，爰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
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為本條規定。
二、本次減刑距上次（八十年）減刑已逾
十五年，故對於已依中華民國八十年
罪犯減刑條例減刑者，仍許再減刑。
第五條 本條例施行前，經通緝而未於 一、按通緝犯乃惡意逃避法律制裁，本無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接受裁判及悔改之意，如嗣後經逮捕
前自動歸案接受偵查、審判或執行
到案仍施予減刑，不啻有鼓勵民眾藐
者，不得依本條例減刑。
視法律之誤識，且對本條例施行前，
因不知政府即將辦理減刑而自動到案
服刑完畢之受刑人，因無法享受減刑
寬典，尤難謂平。為維護法律尊嚴及
消弭上述不公平現象，爰定明依本條
例應減刑之通緝犯須於一定期限內自
動歸案接受偵查、審判或執行，始能
獲邀減刑寬典。
二、將自動歸案截止日期定為九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免案件遷延，喪失
減刑鼓勵犯罪人早日更生之美意。
第六條 對於第三條所定不予減刑而未 為鼓勵罪犯藉此次減刑機會自首，俾使昔
發覺之罪，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個 日未偵破之案件得以澄清，爰參考中華民
月內自首而受裁判者，依第二條第一 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七條，定明對於
項規定予以減刑。
本條例第三條所定列為不得減刑範圍而未
發覺之罪，如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個月
內，自首而受裁判者，亦予減刑寬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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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未經判
決確定者，於裁判時，減其宣告刑。
依前項規定裁判時，應於判決主
文同時諭知其宣告刑及減得之刑。

第八條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已經判
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由
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聲請最後審理
事實之法院裁定之。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經依國家
安全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移送檢察
官執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由
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聲請該法院裁
定之。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數罪，經二以
上法院裁判確定者，得由一檢察官或
應減刑之人犯合併向其中一裁判法院
聲請裁定之。
第一項情形，最後審理事實之法
院管轄區域如有變更，應向變更後之
管轄法院聲請裁定之。
第一項至前項規定，於軍事法
院、軍事檢察官適用之。
原審軍法機關經裁撤或因事實上
困難者，由承受該機關之軍事法院或
就近之軍事法院裁定之。

第九條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以下之刑之罪，依本條例規定減為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者，應於為
減刑裁判時，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
標準。

依赦免法第四條規定，減刑係減輕其宣告
刑，在未經判決確定之案件，亦宜先宣告
其應處之刑，再依本條例諭知其減得之
刑，俾政府減刑之德意，得明示於判決主
文，爰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
第八條為本條規定。
本條係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
第九條予以規定，說明如下：
一、第一項定明依本條例應減刑案件之減
刑聲請人及管轄審判機關，以資適用。
二、第二項係配合國家安全法之施行，規
定依該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移送檢察
官執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由
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聲請該法院裁
定之，以期明確。
三、依本條例應減刑之數罪併罰或不合數
罪併罰案件，依現行規定，須由檢察
官分別向各該法院聲請裁定減刑，勢
將影響減刑及釋放作業，爰於第三項
規定得由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合併
向其中一裁判法院聲請裁定減刑，以
爭取時效。
四、第四項定明第一項所定最後審理事實
之法院管轄區域如有變更之管轄審判
機關，俾免適用上產生爭議。
五、第一項至第四項有關依本條例應減刑
案件之聲請程序及管轄審判機關之規
定，於軍事法院、軍事檢察官亦應一
體適用，爰於第五項定明。
六、第六項規定原審軍法機關經裁撤或因
事實上困難無從為裁定之管轄審判機
關，以資適用。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
之罪，而其宣告刑在六月以下者，應併諭
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故如原宣告刑已
減為有期徒刑六月以下時，自亦應諭知易
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爰參考中華民國八十
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條為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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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均應減刑而 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一
未定執行刑者，就各罪依第二條、第 條，定明有關數罪併罰案件均應減刑時，
四條、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減刑後， 如何減刑之規定，以期適用。
適用刑法第五十一條定其應執行之
刑。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均應減刑而已
定執行刑者，仍依前項規定，另定應
執行之刑；刑法第五十四條之餘罪，
均應減刑者，亦同。
第十一條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有應減
刑與不應減刑者，就應減刑之罪，依
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八條及
前條規定減刑後，與不應減刑之罪之
宣告刑，適用刑法第五十一條定其應
執行之刑。

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二
條，定明有關數罪併罰案件中，有應減刑
與不應減刑時之處理規定，以資適用。

第十二條 前二條關於定其應執行之
刑，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配合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定明前二條關於
定其應執行之刑，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亦即由裁判法院裁定減刑時，亦得由
該法院於裁定減刑後適用刑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爭取時效。
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四
條為本條規定，說明如下：
一、 於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已執行之刑期
或金額均算入減刑後之刑期或金
額，惟已執行之刑期或罰金金額超過
減刑後之刑期或罰金金額時，其超過
部分，則不得算入，以免發生困擾。
二、 羈押之日數，依刑法第四十六條規
定，應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惟處無
期徒刑之人犯，其羈押日數不在刑法
第四十六條規定折抵範圍，參照司法
院院解字第三九七二號解釋，原處無
期徒刑之人犯減刑時，僅得以已執行
之日數算入減刑後之刑期，裁判確定
前羈押日數，不得抵為已執行之日
數，特在第三項就原處無期徒刑之人
犯，規定其已依本條例之規定，減為
有期徒刑後，亦有第一項已羈押之日
數折抵刑期之適用，免滋疑義。

第十三條 減刑前已羈押之日數及已執
行之刑期，均折抵或算入減刑後之刑
期。但因折抵或算入而其刑期於減刑
裁定達到監獄前已屆滿者，其超過部
分不算入之。
減刑前已繳納之罰金金額，算入
減刑後之罰金金額。但其已繳納之金
額，超過減刑後之金額者，其超過部
分不算入之。
第一項已羈押之日數折抵刑期，
於原處無期徒刑之人犯，已依本條例
之規定，減為有期徒刑後，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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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經宣
告褫奪公權逾一年者，其褫奪公權，
比照主刑減刑標準定之，其期間不得
少於一年。

換算受刑人應減得之褫奪公權期間，須有
明確之標準，俾得換算減得之褫奪公權期
間，爰參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
第十五條及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為本條
規定。
第十五條 保安處分、感訓處分、矯正 按赦免法所規定之減刑，並不包括保安處
處分及少年保護處分，均不適用本條 分、矯正處分及少年保護處分在內，爰參
例之規定。
考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六條
規定，定明上開處分均不適用本條例之規
定。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定明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為自中華民國九十
六月三十日施行。
六年六月三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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