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于监狱服刑的信息 
 

在这本册子里，你将读到有关在监狱服刑的一些重要规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则可

向工作人员借阅相关的规章制度。如果你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则可随时询问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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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狱或拘留所？ 

一般情况下服刑是在监狱里执行。 

如果你的刑期很短或者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你有可能会被分到一间拘留所或者哥本哈根监狱（又称“威

斯特监狱”）。这些地方在许多方面都是按照封闭式监狱的规定来管理的，请见下文。 

 

 

2. 开放式或封闭式的监狱 

一般来说服刑都是在一间开放式的监狱里，但监狱管理局可以决定将你送去一间封闭式的监狱里服刑，

例如，在你的刑期很长的情况下。相比开放式的监狱，封闭式的监狱里工作人员人数更多、监管程度更

严格。 

 

此外，在封闭式的监狱里，关于钱、通话、拜访和外出等的规定都要严格得多。具体事项见下文。 

 

 

3. 半开放式的部门 

有些时候，你会被送入一间开放式监狱的半开放式部门，而不是封闭式监狱。半开放式部门的规定比开

放式监狱的其余部门要严格。想了解半开放式部门的更多信息，请咨询工作人员。 

 

 

4. 迁移到封闭式的监狱 

如果你滥用开放式监狱给你的自由，那你将面临可能被迁移到一间封闭式监狱的危险。被迁移的通常原

因是你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离开监狱，或私带和滥用酒或毒品等；有威胁或暴力行为；或者在监狱内

外犯了其它的罪等。 

 

你可以询问工作人员你之后是否有机会再重新转到一间开放式的监狱。 

 

 

5. 刑期的计算： 

在下了判决书之后，或者在你进入监狱后，你会得知有关刑期的具体计算方法。这时你会得知有关你服

刑的一些重要时间，例如：刑满的日期，即你将被释放的日期；以及什么时候你可以外出或提前释放。 

 

如果你不满意刑期的计算结果， 

那么你可按照正常的手续上诉，详情请见有关“上诉”的段落。如果你对判决书的解释有异议，那你可以

要求将刑期的计算递交法庭申诉。 

 

 

6. 与他人共处 

在州监狱里，你通常在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都和其他服刑的人在一起。在大多数的监狱里，你都有机会

在业余时间和晚上单独呆在你自己的牢房里。有一些监狱也可以提供让你能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不需要与

他人接触的机会。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被剥夺与其他人接触的权利（“被拒绝与他人接触”）。 

 

在拘留所和哥本哈根监狱里与他人共处的机会不多。 

 

如果你未满 18 岁，与他人共处时需遵循一些特殊规定，具体可向工作人员咨询。 

 

 

7. 个人的、社会的和法律方面的帮助： 

在你服刑期间，你可以得到所属部门工作人员的特别帮助和指导。你也可以与部门的工作人员或监狱的

福利部顾问谈有关你和你的家庭的个人及社会方面的问题。 

 

在你进入监狱或拘留所后，你会得知有关于你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其他的一些服刑期间的相关规定。在

你被监禁的七个工作日内，你和监禁你的机构必须共同为你在监禁期间及刚刚刑满释放后要进行的活动

制定一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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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其它的帮助，你可以与监狱或拘留所的神父、护士、医生、牙  

医、老师和机构的领导联系。如果你对你的处罚有疑问，你可以向你的辩护律师寻求帮助。其它的与法

律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向福利顾问或监狱及拘留所的领导咨询。工作人员也可以给你介绍能提供公众法

律帮助的律师。 

 

 

8. 物件与钱财 

狱室里配有家具，而且监狱通常会发放床上用品、毛巾和狱服。有时你也可以带一些个人物品，例如衣

物和照片等。 

 

有关于你可以携带的个人物品的规定，在封闭式的监狱、开放式的监狱和拘留所都各有不同。 

 

有关于你是否可以取家人送来的物品或钱；还有你是否可以把你的钱和物品寄出去都要询问工作人员。

一般来说是不允许从封闭式的监狱寄钱出去，除非是工作酬劳。 

 

按监狱的规定，对于你的财产损失、损毁或被盗，监狱机构不负有任何责任。 

 

 

9. 饮食等 

如果你在州监狱服刑，州监狱会给你发伙食费，让你自己买食品。在拘留所则是现成的食品。医生则可

按你的健康情况给你批准特别饮食。如果你是素食者或因为宗教原因而需要特别饮食，那也属于满足特

别饮食的条件。你可以向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神父咨询。 

 

在监狱或拘留所里，你也可以买咖啡、香烟和其它的日用品。每个地方提供的东西都各有不同。 

 
 

10. 吸烟 

隶属于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所有机构均禁止在室内吸烟。在室外吸烟是允许的。各机构对吸烟的安排有

所不同。 

 

烟草、香烟和其他吸烟用品（例如，烟斗、过滤嘴香烟和卷烟机）将存放在狱室外的储物柜中。储物柜

必须一直上锁，钥匙将交由你保管。不能在你的狱室中保留烟草或其他吸烟用品。 

 

若违反此规定，你将受到纪律惩罚。 

 

如果你想戒烟，请询问工作人员你是否可以参加免费的戒烟计划。 

 

 

11. 工作和学习 

服刑期间，你既有权利又有义务去工作、学习或做其它被认可的活动，包括治疗。作为回报，监狱会给

你发一点工资。如果你生病了且你的医生打电话给你请病假，你也将会得到一些医疗费用。 

 

如果你在拘留所在押候审，那你只是有工作的权利，而没有工作的义务。 

 

每个地方所能提供的工作和学习都各不相同，拘留所的条件要有限一些。在监狱里你通常可以在车间做

一些生产工作，或是农业、林业、清洁、建筑维修或维护园林等的工作。在拘留所里则通常是一些简单

的生产工作和建筑维修。 

 

一般上课是在监狱自己的学校或由拘留所所属的老师授课，一般是普通成人教育或特殊教育。 

 

大部分情况下，工作和学习都会按照你的所需和你的能力来设定。相关事项的可能性可询问工作人员。 

 

在特殊情况下，你也可以得到去监狱外的地方上课或工作的许可。（自由进出）或者在监狱里做你自己

的工作。如果你获得工作收入，例如，可以自由进出去工作，那通常你都要自付你住在此监狱的费用。

具体事项可问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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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 

如果你需要接受特别治疗，在多数的情况下都会准你到丹麦监狱和缓刑局外的机构去服刑。如果条件不

允许，那么丹麦监狱和缓刑局可以提供给你一些治疗的建议，例如：如果你有滥酒和滥毒的问题，或者

你因为暴力或性侵而被判入狱。丹麦监狱和缓刑局有一些特别的册子讲述有关治疗的信息等，具体可询

问工作人员。 

 

 

13. 业余生活 

你每天有权利在户外至少呆上一个小时。 

 

你也可以听收音机、看电视、阅读报刊和书籍。有关于租借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及借阅和购买报刊等事

宜都可以问工作人员。在开放式监狱里业余活动的项目要比拘留所的多样化一些。 

 

在监狱里也可以做运动、健身和各种不同的业余爱好等等。如果你感兴趣，请咨询工作人员。 

 

 

14. 宗教 

在州监狱和一些拘留所也会举行宗教仪式。你有权利同与你所在宗教团体的神父或此类人士交谈。除了

监狱里属于丹麦福音派路德宗教会的神父以外，有些地方还和其它宗教组织的人有固定的联系，例如：

伊玛目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其他情况下，监狱的神父或工作人员可以帮你联系你所在宗教团体的外来神

父或此类人士。 

 

如果你的宗教禁止你在某些天工作，那么你的工作时间则按此来安排。 

 

 

15. 生病 

监狱或拘留所里都有固定的一个医生。在你住进去以后，医生或护士会给你检查身体健康状况。如果你

在其它时候认为你有看医生的需要，那你可以告诉工作人员，他们会通知医生或护士。 

 

你是否需要治疗是由医生来判断；你是要在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某个机构还是在一间普通医院接受治疗

也是由医生来决定。 

 

 

16. 牙医治疗 

你有权利接受某些牙齿治疗。在有些情况下，你需要自己付钱。相关事项请询问工作人员。 

 

 

17. 探监 

你每周至少有权利得到一个小时的探监，条件允许时，可以每周两个小时。在州监狱里，通常都有条件

得到更多和更长时间的探监。来探视你的人事先都要经过审批。 

 

探监时通常都没有工作人员在旁监听。如果你涉及的是刑事案件，你可以有权得到你的辩护律师的无监

控的探视。这种权利在与其他的被指定的律师谈话时也适用。 

 

如果你没有家人和朋友来探视，你可以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帮你联系一个红十字会的探监工作者。 

 

通常情况下你可以接受媒体的探视。如果你要接受采访，你需要得到监狱和缓刑局的许可。 

 

 

18. 电话 

在开放式的监狱里，你可以租用一台固定在墙上的移动电话，因此，你只能在你的狱室中使用电话。你

还可以使用为服刑人员提供的付费电话。在封闭式的州监狱或拘留所，只有在你得到了特别的允许时你

才可以打电话。一般来说，都要自己付电话费。工作人员帮你拨通号码，然后在你谈话时，他们一般也

会在场。在封闭式监狱里的很多部门里，还有哥本哈根监狱里关于插卡的电话则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工

作人员会告诉你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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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是禁止拥有手机的。在封闭式州监狱和拘留所携带手机属于犯罪行为。你的朋友及家人到封闭

式的监狱或拘留所里探视你时携带手机也属于犯罪行为。 

 

 

19. 信件 

你的信件基本不会被拆阅，除非是为了安全起见或者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安全。基于以上理由，你的信

件也可能被扣留。 

 

一般来说会当着你的面打开寄来的信，然后检查信封里的内容。 

 

从封闭式的州监狱和拘留所里寄出的信会在寄发前被检查。在开放式监狱里一般情况下信件在寄出前是

不会被检查的。 

 

工作人员不可以打开从以下的机构寄来的信：司法局、监狱和缓刑局局长、法庭、特别上诉部、高级法

院上诉审理部、检查院、警察、议会的行政官、议会的会员、其它的官方机构、欧洲人权法庭、欧洲反

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组织、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你的刑事案或正在审理的案件（包括有关假释预

防性拘留的案件）的辩护律师。还有官方指定的律师的来往信件也要遵守同样的规定。但是这些信会被

照光检查，以防走私。 

 

如果你在书写方面有困难，你应该告诉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你，例如：录音或让你有更多的打电话的

机会。 

 

 

20. 数字邮箱 — 来自公共机构的邮件 

大多数服刑人员都无权上互联网，因此，不能查看他们的数字邮箱。如果你无法访问互联网，公共机构

可以不向你的数字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而是通过邮递给你寄送信件。你还可以选择给予亲属书面授权，

以便他/她能够在线访问你的数字邮箱。更多相关信息，请询问工作人员。 

 

 
21. NemID 

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工作人员可以向拘留所、监狱或寄宿公寓收押的服刑人员发放 

NemID。服刑人员如果有权在监狱或寄宿公寓访问互联网，可以使用自己的 

NemID。他们还可以在休假时或释放后继续使用他们的 NemID。 

 

 

22. 选举等 

你有权利参加议会和地方政府等的投票选举。另外你也有权参加其它形式的合法政治活动。 

 

 

23. 发言人的制度等 

服刑人员有权对机构内的一般事项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服刑人员选举出来的发言人来进行施加

。 

 

 

24. 外出 

开放式监狱的大多数服刑人员可以在每月的第三个周末获准外出。获准外出的时间需在监禁之日的第30 

天以后，但有时候，例如，如果你的刑期很长，你必须呆上很长时间才可以外出。 

 

在封闭式的监狱也可以外出，但时间没有像在开放式监狱里那么早。具体请问工作人员。 

 

如果你滥用一次外出的机会，例如：不返回监狱，或者试着偷带酒或毒品；或者再犯罪，那么你的外出

许可将会被没收。如果你滥用毒品、持有或者在监狱内贩卖毒品， 

那么你的外出许可也会被没收。如果你是在一间开放式的监狱，那你可能会被转到封闭式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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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刑人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你也可以外出，例如：在你的近亲和朋友生重病或死亡的时侯。外出

的许可都需要注明外出的目的，都要经过审批，并且不会出现滥用的风险。在有些情况下外出则需要有

人陪同。 

 
 

25. 假释 

服刑人员的服刑时长达到三分之二后，通常可以假释。但你必须至少服刑两个月才能假释。 

 

有时候，你的服刑时长达到一半但未达到三分之二也可能得到假释。例如：如果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努力改善自己让自己不再犯罪，例如：积极参加戒毒或戒酒的治疗。 具体请问工作人员。 

 

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在他们服刑至少 12 年后也可能得到假释。 

 

你是否可以假释是由监狱或司法部（监狱和缓刑局）来决定的。如果他们因你还有再犯罪的风险而认为

假释你的理由不充分，则可以拒绝给你假释。 

 

在假释时会限定一段试放时间。如果你在试放期间又发生犯罪行为，则通常会在新的刑期上加上之前刑

期的剩余时间。 

 

某些情况下你要在接受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监查的前提下，才可以被假释。另外也有可能还有一些特别

的条件，例如，有关戒酒的治疗等。如果你违反了这些条件，丹麦监狱和缓刑局可以决定将你再次收监

。 

 

 

26. 通知受害者 

如果你因对人严重攻击或性侵而犯罪并被判刑，在开始服刑前在押候审时，你的罪行受害者可能要求得

到以下情况的通知： 

 

 当你进行第一次无人陪同的外出时 

 当你第一次无人陪同的外出前，你的判决执行被暂时停止时 

 当你被安置在监狱外，并且有可能在获准进行第一次无人陪同的外出前就进行无人陪同的外出

时 

 当你被释放时 

 在你潜逃时 

受害者可能还会要求得到以下情况的通知： 

 在你以突出位置出现的广播或电视节目中时 

 在你接受丹麦杂志专题访问时。 

 

是否通知受害者由警察局决定。 

 

如果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后犯案，受害者可能还会要求在你获准外出、被释放和类似情形时收到通知。如果你出现在媒体中，

那么无论是何时犯案的，通知规则均适用。 

 

 

27. 规定、命令和严禁令 

你有权利查看所有关于丹麦监狱和缓刑局、欧洲监狱及当地的拘留所的规定，以及监狱设置的特殊规则

。 

 

酒与毒品是禁止的。另外，不是医生开的药物也禁止使用。 

 

越狱属于犯罪行为。 

 

另外你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和工作人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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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违规处分等 

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那么你会受到警告、罚款或关禁闭的处分。在最后决定下来之前，你有权发

言，也有权知道做最后决定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你与他人在一起的权力也会被剥夺（“单独监禁”）

。请见“投诉和申诉”。 

 

  

29. 搜查 

当你进入监狱时，你会被搜查（搜身）。这指的是工作人员会检查你是否有带入一些禁止带进监狱的物

件。你将被要求脱光衣服，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与你的信仰相冲突。这样的搜查是由与你同样性别的工作

人员来执行的。 

 

你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有可能被搜查，例如在接受探视的前后。为了安全起见，你的狱室也可能会被搜查

。 

 

你也有可能被要求作一次尿液检查，这是为了检查你是否服用了毒品。 

 

 

30. 武力的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工作人员有权使用武力和安全措施。例如，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各种约束品、手铐、警棍

和辣椒喷雾剂。 

 

每一次武力的使用都会在非常严密的控制下才能执行，而且也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武力的使用应当

尽量谨慎而且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请见“投诉和申诉”。 

 

 

31. 被无辜地侵犯的赔偿 

如果你无辜地被关押了很长时间，或是无辜地被关进审讯房、牢房或安全房；或是无辜被单独监禁都可

以索取赔偿。如果你被无辜地侵犯，在符合特殊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赔偿。 

 

 

32. 事故相关赔偿 

如果你在服刑期间受伤，你将有权获得赔偿。对于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以及业余时间发生的事故，你都

可以获得赔偿。你还可以就眼镜因事故发生破裂等而获得赔偿。 

 

 

33. 案件管理 

在你的案件被审理之前你通常有权利作出陈述。所有的拒绝和不利于你的判决通常都必须拿出证据。你

有权利要求接收书面判决。你也有权利依照一般的规定索取与案件有关的的书面资料，也有机会在判决

下来之前发表己见。 

 

有关于选择服刑的地点、不与他人一起监禁和在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机构间进行转移等案件的处理则有

一些特殊规定。在这些情况下，你没有权利索取案件的资料，所以有关这些案件的判决的解释也会相对

有限一些。 

 

 

34. 投诉 

有关丹麦监狱和缓刑服务区所做判决的投诉 

按照规定，你不能向监狱和缓刑局就丹麦监狱和缓刑服务区所做的判决进行投诉。但可以就以下方面的

判决提出投诉： 

 

 安置和转移 

 按修正法案第 78 条进行的安置 

 刑期计算 

 服刑人员的个人检查 

 禁闭室和审讯室 

 安置在保护性狱室、使用手铐和其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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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武力 

 与同伴服刑人员交往 

 交换信件 

 探视，包括拒绝你让孩子和你一起呆在监狱的请求 

 与媒体接触的有限权利 

 外出 

 抵偿 

 没收 

 假释 

 假释后再次收押 

 撤销佩戴电子标签服刑的许可 

 就服刑期间所遭受无辜侵犯进行的赔偿 

对于拘留期间的行为及在个人领域内行为的投诉选项，您可以找到更多详细的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帮你

找到相应的文件。 

 

如果你有权就某项判决提出投诉，工作人员会通知你。如果是书面判决，你的投诉选项可在判决中看到

。 

 

如果你希望向监狱和缓刑局提出投诉，你必须在收到判决后两个月内提出。 

 

监狱和缓刑局所做的判决 

你可以选择将监狱和缓刑局所判决的某些案件带到庭前。这适用于下列判决： 

 

 有关刑期计算的判决 

 有关扣留信件的某些决定 

 有关以关禁闭七天以上的形式进行纪律处罚的判决 

 有关没收财物的某些判决 

 有关抵偿工资的某些判决 

 服刑期已达定期刑三分之二或无期徒刑 14 年后拒绝假释 

 有关再次收押的判决 

 有关拒绝就执行判决期间得到改进的对被无辜侵犯进行赔偿的某些判决。 

 

有关在法庭上做出判决的选项，你可以在修正法案中找到更多详细信息。 

 

如果你要求将监狱和缓刑局做出的判决带到法庭上进行判决，该判决将包括执行方式的有关说明。如果

你想在法庭上做出判决，你必须在收到判决后四周内提出此要求。 

 

议会监察员 

你可以就丹麦监狱和缓刑服务区或监狱和缓刑局做出的最终判决向议会监察员提出投诉。监察员不能改

变判决，但他可以要求做出该判决的权利部门重新审理这个案件。实际上，监察员提出的建议将被采纳

。 

 

 

35. 个人资料法 

在你在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某个机构被关押期间，有关你的个人资料将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收集和处理。 

 

 根据个人资料处理法案，你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被告知电脑资料库里收集的信息的权利。 

 索取审理的资料的权利 

 要求修改、消除或封锁某些不正确、误导的与法律相冲突的电脑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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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关外国人的信息 

规定 

最重要的服刑有关规定都有英文版。你可以找工作人员借阅。 

 

语言问题 

一般来说你可以同工作人员用英文或德文交流。如果你不会说这些语言， 

一般都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或监狱里其他的狱友帮你做翻译。 

如果在有必要和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从外面请翻译。 

 

发言人 

在有些监狱，有一个专门的代表外国人的发言人。 

 

大使馆等 

你可以同你本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具体事项请问工作人员。 

 

选举等 

某些情况下，你有权参加当地政府的投票选举，具体事项请问工作人员。 

 

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服满剩余的刑期 

有些情形下，可以将你遣返回自己的国家或者你居住的国家服满你剩余的刑期。迁移的可能性取决于各

种不同的情形，比如你要迁入的国家和待服的剩余刑期。罪犯通常会被迁移到其国籍所在国家。在特定

情况下，可能会违背你的意愿将你遣返。更多相关信息，请询问监狱官。 

 

假释时待在另一个国家 

有时候，获得假释的罪犯可能会待在另一个国家（通常是他们的国籍所在国家）。这种情况下，确保他

们符合释放条件的责任便由上述国家担起。你选择留在另一个国家的决定，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还要取

决于给定国家。更多相关信息，请询问工作人员。 

 

驱逐出境 

如果法院决定，你在被释放后要驱逐出境，那你一般会在一间封闭式的监狱服刑。 

 

如果你会被驱逐出境，那你将在服刑时间过半时被假释，无论你是否希望继续留在监狱里。警方将决定

你被驱逐出境的方式，通常他们会在释放你的同时将你驱逐出境。如果你对驱逐出境有疑问，请询问工

作人员或你的辩护律师。 

 

 

37. 对家属的特殊规定 

如果你想探望服刑人员，通常都要先得到监狱的许可。监狱也会告诉你具体的有关探监的规定，比如说

如何预定探监时间及探监时可以携带的物品。请注意，你必须允许工作人员搜查你携带的物品和你的衣

物。 

 

有关服刑人员可以在监狱中拥有的个人财物范围也有相关规定。如果你想给服刑人员带些物品或钱，各

个监狱会提供给你更多详细信息。 

 

你寄给服刑人员的信一般都不会被拆阅，但会被当着收信人的面拆开，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走私。但在某

些情况下，你寄给服刑人员的信也有可能被拆阅，同样也有可能被扣押。一般这样的信件会寄回给发信

人，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在扣押信件 4 周内通知发信人。 

 

有关于服刑人员是否有机会外出或者打电话，详情请见上述。 

 

探视封闭式的监狱和拘留所的服刑人员时，携带手机属于犯罪行为。 

 

 

38. 保密的义务 

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所有工作人员均有保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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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被关押人的信息是不能披露给其家属或其他不相干的人。除非服刑人员授权工作人员这样做，否则

有关服刑人员的私事只能由服刑人员本人自己告知其亲属或其他人。 

 

 

39. 电话咨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通过匿名拨打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热线电话 (+(45) 70 26 04 06) 

与丹麦监狱和缓刑局的社会福利顾问交谈并获取规定和权利的相关信息。 

 

咨询处办公时间为每天 09:00-15:00 和 19:00-22:00 

周末办公时间为 12:00-18:00。 

 
 
Direktoratet for Kriminalforsorgen 
Strandgade 100 
DK 1401 Copenhagen K 

 

电话 72 55 55 55 

 
www.kriminalforsorgen.dk 
dfk@kriminalforsorgen.dk 

mailto:dfk@kriminalforsorgen.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