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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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8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怡潔等 18 人，鑑於現行「精神衛生法」，僅針對
「嚴重病人」才有較完備之強制治療與通報機制，卻忽略有
毒癮、酒癮等具傷害他人或自己之精神疾病患者，亦應給予
適當之處置與通報機制。因此為補強社會安全網防範機制，
有效預防近年精神疾病患者傷害他人之案件，及防止隨機殺
害幼童慘案悲劇再度發，爰擬具「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精神衛生法」，僅針對「嚴重病人」才有較完備之強制治療與通報機制，卻忽略有
毒癮、酒癮等具傷害他人或自己之精神疾病患者，亦應給予適當之處置與通報機制，而防
範機制如此薄弱，已致使我國近年來不斷發生精神疾病患者傷害他人之案件，甚至近一年
內已有兩起隨隨機殺害幼童之慘案。
二、而現行「精神衛生法」所定義之「嚴重病人」，是指精神疾病患者已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
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而這樣的病人才須
設置保護人並通報主管機關，顯然過於嚴苛實有須改正。
三、再者，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病例亦屬個資，致使警察機關除了有前科之精神疾病患
者，始能將其列為治安顧慮人口外，對於毫無前科之精神疾病患者根本無法有任何預防措
施，這顯然為社會治安維護之漏洞，亦有須加以補正。
四、另，本法有關強制住院治療及強制社區治療之規定，為了保障精神疾病患者之權益，讓其
可以拒絕接受強制住院治療或社區治療，但卻未考慮有攻擊傾向之患者，應給予適度限制
權利之必要性，若未能讓其強制治療，勢必成為治安上之隱憂，因此在其個人權利之保障
以及保護社會大眾生命安全之間，實有須加以取捨。
五、綜上所述，爰擬具「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
害之虞者，除應設置保護人外，亦應通報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另對於有傷害他人前科或
案例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其保護人同意後，不能拒絕強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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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九條

條

文

經專科醫師診斷或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經專科醫師診斷或

一、現行本條文僅規定「嚴重

鑑定屬嚴重病人或病人有傷
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鑑定屬嚴重病人者，應置保
護人一人，專科醫師並應開

病人」始有設置保護人，然
忽略有部分精神疾病之病人

者，應置保護人一人，專科
醫師並應開具診斷證明書交

具診斷證明書交付保護人。
前項保護人，應考量嚴

，尤其有毒癮或酒癮者，皆
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

付保護人。
前項保護人，應考量病

重病人利益，由監護人、法
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

之虞，實亦必須設置保護人
，爰於本條第一項，明定病

人利益，由監護人、法定代
理人、配偶、父母、家屬等

屬等互推一人為之。
嚴重病人無保護人者，

人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有
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

互推一人為之。
病人無保護人者，應由

應由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另行選

虞者，亦應設置保護人。
二、配合本條第一項之修正，

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另行選定適

定適當人員、機構或團體為
保護人；戶籍所在地不明者

爰刪除第二項及第三項「嚴
重」之字句。

當人員、機構或團體為保護
人；戶籍所在地不明者，由

，由其住（居）所或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其住（居）所或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

關為之。
保護人之通報流程、名

之。

冊建置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保護人之通報流程、名

第十九條

冊建置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病人或有第三條
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之保護

第二十九條 病人或有第三條
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之保護

一、現行本條文第三項僅規定
經診斷為「嚴重病人」者，

人或家屬，應協助其就醫。
直轄市、縣（市）主管

人或家屬，應協助其就醫。
直轄市、縣（市）主管

醫療才須通報主管機關，但
為防範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

機關知有前項之人或其自由
受不當限制時，應主動協助

機關知有前項之人或其自由
受不當限制時，應主動協助

精神疾病患者，犯下刑案，
在保護大眾生命安全之考量

之。

之。
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

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

下，爰修正第三項，明定病
人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有

屬嚴重病人或病人有傷害他
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

屬嚴重病人者，醫療機構應
將其資料通報直轄市、縣（

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
虞者，亦應通報主管機關，

醫療機構應將其資料通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

市）主管機關。

警察機關。

二、另因現行「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規定病人病歷亦屬
個資，為讓警察機關亦能掌
握此類病人，爰要求醫療機
構亦須同時通警察機關，以
解決現行警察機關不瞭解社
區內有多少可能傷人或自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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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疾病患者，無法做好
防範措施。
第四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關

第四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關

專業機構、團體評估病人之
照顧需求，並視需要轉介適

專業機構、團體評估病人之
照顧需求，並視需要轉介適

當之機構或團提供服務；對
於經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

當之機構或團提供服務；對
於經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通報之病人，應提供社區
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務

定通報之嚴重病人，應提供
社區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

配合第二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
，爰刪除本條「嚴重」之字句
。

務。
第四十一條

嚴重病人或病人

第四十一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

一、現行本條文第一項僅規定

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
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

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
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

「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
自己或有傷害之虞，始有強

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
護人應協助病人，前往精神

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
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

制住院治療之機制，完全忽
視有毒癮或酒癮等精神疾病

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病人拒絕接受全日

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

患者，亦有傷害他人或自己
之情形，實須給予強制住院

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

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

治療之處置，爰修正本條第
一項，明定患有精神疾病之

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
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

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

病人，只要有傷害他人或自
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

）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
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
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

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
要者，亦應接受強制住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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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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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及第三項「嚴重」之
字句。

問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
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強制

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
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

三、現行本條文第三項為了保
障精神疾病患者之權益，讓

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
並檢附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

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
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

病人得以拒絕接受強制住院
治療，但為保障社會大眾免

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
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

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
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

於遭受無辜攻擊而傷亡，爰
於本條第三項明定，有傷害

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送
達病人及其保護人。但病人

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
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

他人之案例或前科之精神疾
病患者，經其保護人同意後

有傷害他人之案例或前科者
，經其保護人同意，不得拒

護人。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前

，不得拒絕強制住院治療。

絕強制住院治療。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前

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委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
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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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
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住

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定之。
緊急安置期間，

一、配合第四十一條之修正，

不得逾五日，並應注意病人
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治

不得逾五日，並應注意嚴重
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

爰刪除本條「嚴重」之字句
。

療；強制鑑定，應自緊急安
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經鑑

之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
急安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

二、明定強制住院之精神病患
出院後，為保障民眾生命身

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於前
開五日期間內取得強制住院

經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
於前開五日期間內取得強制

體安全，醫療機構除應通知
主管機關外，亦應通知警察

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安置
。

住院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
安置。

機關。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
六十日。但經二位以上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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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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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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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病人病情改善而無繼

次以六十日為限。強制住院
期間，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

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定精
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理出

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

院，並即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

理出院，並即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強制住

強制住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
繼續強制住院之必要者，亦

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
制住院之必要者，亦同。

同。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

之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
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
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或

強制住院。病人或保護人對
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

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

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及抗

再抗告。聲請及抗告期間，
對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

告期間，對嚴重病人得繼續
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制住院。
前項之聲請及抗告期間

前項之聲請及抗告期間
，法院認有保障嚴重病人利

，法院認有保障病人利益之
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

益之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
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

第四十二條

緊急安置期間，

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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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於緊
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於緊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
不服。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
體，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

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
，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置

置進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
發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

進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發
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

各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並得基於嚴重病人最佳利

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並得基於病人最佳利益之考

益之考量，準用第三項規定
，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

量，準用第三項規定，向法
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

安置或強制住院。
第三項聲請及前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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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條 嚴重病人不遵醫
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

第四十五條 嚴重病人不遵醫
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

一、於本條第一項增訂，精神
病患者若有傷害他人或自己

有退化之虞，或病人有傷害
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
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

或有傷害之虞，雖未達須強
制住院標準，經專科醫師診

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
治療之必要，其保護人應協

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接
受社區治療。

斷仍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
者，其保護人也應協助其接

助嚴重病人接受社區治療。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
社區治療時，經直轄市、縣

受社區治療。
二、為保障社會大眾免於遭受

社區治療時，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
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

無辜攻擊而傷亡，爰於本條
第二項明定有傷害他人之案

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
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

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
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

例或前科之精神疾病患者，
經其保護人同意後，不得拒

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
構應即填具強制社區治療基

構應即填具強制社區治療基
本資料表、通報表，並檢附

絕接受社區治療。
三、為保障民眾生命身體安全

本資料表、通報表，並檢附
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

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
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事前

，爰於本條第三項明定精神
病患無須接受社區治療後，

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事前
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

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
治療；強制社區治療可否之

醫療機構除應通知主管機關
外，亦應通知警察機關。

治療；強制社區治療可否之
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

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
保護人。

保護人。但病人有傷害他人
之案例或前科者，經其保護

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
得逾六個月。但經直轄市、

人同意，不得拒絕接受社區
治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
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並

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
得逾六個月。但經直轄市、

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
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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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
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並

年為限。強制社區治療期間
，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無繼

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
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一

續強制社區治療必要者，辦
理強制社區治療之機構、團

年為限。強制社區治療期間
，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無繼

體，應即停止強制社區治療
，並即通報直轄市、縣（市

續強制社區治療必要者，辦
理強制社區治療之機構、團

）主管機關。強制社區治療
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制

體，應即停止強制社區治療
，並即通報直轄市、縣（市

社區治療之必要者，亦同。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強
制社區治療期滿或審查會認

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
，得就強制社區治療進行個

無繼續強制社區治療之必要
者，亦同。

案監督及查核；其發現不妥
情事時，應即通知各該主管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

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第二項之申請，得以電

，得就強制社區治療進行個
案監督及查核；其發現不妥

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

情事時，應即通知各該主管
機關採取改善措施。
第二項之申請，得以電
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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