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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0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5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鑑於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
十二條強制住院之規定，雖帶有保護及治療精神疾病嚴重病
人之目的，惟該決定本質上仍屬對嚴重病人人身自由之剝奪
，對此侵害權利之審查會許可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之決
定，應讓權利直接受損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有救濟之管道
，同時使錯誤或不當之決定得以糾正。現行精神衛生法第四
十二條第三項雖規定強制住院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
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惟法院審查之標的
僅為嚴重病人於聲請時是否有立即停止繼續強制住院之情事
，關於「審查會許可決定」之合法性、正當性，並非法院之
審查標的。顯見現行制度缺乏直接對審查會決定本身之救濟
與監督，爰提出「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強制住院本質上為人身自由的拘束，縱令其目的係出於保護及治療嚴重病人，仍應
特別審慎為之。因此民國九十六年修正精神衛生法，將強制住院許可權由原本的兩位專科
醫師決定改由多元代表組成之行政院衛生署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為之。
並賦予嚴重病人在強制住院期滿前若已無繼續住院之情事時得主動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強
制住院之權利。惟美中不足者，精神衛生法對「審查會強制住院許可決定」本身合法性、
正當性之糾正與監督機制規範不明，為免疑義，爰修正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明定因審
查會強制住院許可決定而權利直接受到限制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對於該決定不服時享
有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利。
二、對嚴重病人強制住院期間延長之許可決定，係屬對嚴重病人所為之新的行政處分，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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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亦得對延長強制住院之許可決定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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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一條

條

文

嚴重病人傷害他

現

行

第四十一條

條

文

嚴重病人傷害他

說

明

一、增訂第四項。

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
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

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
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

二、審查會強制住院決定之發
動，雖以直轄市、縣（市）

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
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

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
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

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醫療機
構做為申請人，惟審查會強

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

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

制住院之許可決定將直接剝
奪或限制嚴重病人之人身自

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

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

由，嚴重病人雖非處分之申
請人惟卻係因此行政處分致

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

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

自身權益直接受侵害之人，
嚴重病人為處分相對人無疑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
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
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

，依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
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

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
位專科醫師實施。

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
位專科醫師實施。

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
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
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

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
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

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
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

定。」嚴重病人自應對該行
政處分（審查會對強制住院

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
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

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
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

申請之許可決定）主張救濟
之權利。

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
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

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
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

三、現行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二
條第三項雖規定：「經緊急

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
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

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
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

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病人
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

護人。
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不

護人。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前

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
院。（後略）」，惟法院實

服前項審查會強制住院許可
之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

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務僅就嚴重病人於聲請時是
否有立即停止繼續強制住院

及行政訴訟。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第

委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
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住

之情事而為審查，故「審查
會強制住院許可決定」之合

三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法性、正當性，並非法院之
審查標的。精神衛生法第四

關委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
理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

主管機關定之。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無法做為
違法行政處分之特別救濟程

住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序，非屬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後段「法律另有規定」。

央主管機關定之。

故嚴重病人不服審查會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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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決定時，依法自得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又為保障
嚴重病人之權益本法設有保
護人制度，故明定保護人不
服審查會強制住院決定者，
亦得提起訴願。
第四十二條 緊急安置期間，
不得逾五日，並應注意嚴重

第四十二條 緊急安置期間，
不得逾五日，並應注意嚴重

一、增訂第七項。
二、審查會依本條第二項對延

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
之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

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
之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

長嚴重病人強制住院許可之
決定，係屬對嚴重病人所為

急安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
經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

急安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
經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

之新的行政處分，對延長住
院許可不服之嚴重病人或其

於前開五日期間內取得強制
住院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

於前開五日期間內取得強制
住院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

保護人自得對之訴願或行政
訴訟，爰於第七項明定之。

安置。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

安置。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

六十日。但經二位以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六十日。但經二位以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
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

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
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

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
次以六十日為限。強制住院

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
次以六十日為限。強制住院

期間，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
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

期間，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
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
理出院，並即通報直轄市、

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
理出院，並即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強制住
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

縣（市）主管機關。強制住
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

制住院之必要者，亦同。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制住院之必要者，亦同。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

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

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或
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

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或
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及抗
告期間，對嚴重病人得繼續

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及抗
告期間，對嚴重病人得繼續

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前項之聲請及抗告期間

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前項之聲請及抗告期間

，法院認有保障嚴重病人利
益之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

，法院認有保障嚴重病人利
益之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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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
於緊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

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
於緊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

不服。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不服。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
，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置

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
，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置

進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發
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

進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發
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

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並得基於嚴重病人最佳利益

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並得基於嚴重病人最佳利益

之考量，準用第三項規定，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

之考量，準用第三項規定，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

置或強制住院。
第三項聲請及前條第三

置或強制住院。
第三項聲請及前條第三

項之申請，得以電訊傳真或
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項之申請，得以電訊傳真或
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前條第四項之規定，於
審查會為延長強制住院期間
之決定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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