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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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5232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使犯罪
偵查及訴追職權，與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應於機關名稱「
去法院化」，以符審檢分隸原則，本院亦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
，並已於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並於同
月 25 日完成更名，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部分條文尚未配合
修正，爰擬具「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
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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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或拒絕接受評估、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第二十一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或拒絕接受評估、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
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
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為避
免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並符審檢分隸原則，法院
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按時到場接受身心治療
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
不足者。
三、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定
期辦理登記、報到、資料
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
行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
起訴處分或有期徒刑經易服
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一項
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軍
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
項通知後，得通知原執行監
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
部撤銷假釋或向法院、軍事
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
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
勞動。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按時到場接受身心治療
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
不足者。
三、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定
期辦理登記、報到、資料
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
行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
起訴處分或有期徒刑經易服
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一項
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
獲前項通知後，得通知原執
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
國防部撤銷假釋或向法院、
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
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
社會勞動。

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於
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院
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之檢察機關名
稱仍維持未「去法院化」之
「地方法院檢察署」，仍易
生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爰修正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以資明確。

第二十二條

加害人依第二十

第二十二條

加害人依第二十
委 494

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使犯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條第一項規定接受身心治療

條第一項規定接受身心治療

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法院間

或輔導教育，經鑑定、評估
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
效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

或輔導教育，經鑑定、評估
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
效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

並無隸屬關係，為避免檢察機
關隸屬法院之誤解，並符審檢
分隸原則，法院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三讀通過法院

，送請該管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軍事檢察署檢察官依法
聲請強制治療。

，送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軍事檢察署檢察官
依法聲請強制治療。

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
條文，並於同月 23 日公布施
行，法院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
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本
條規定之檢察機關名稱仍維持
未「去法院化」之「地方法院
檢察署」，仍易生檢察機關隸
屬法院之誤解，爰修正本條規
定，以資明確。

第二十二條之一 加害人於徒
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
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
有再犯之危險，而不適用刑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監獄
、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
報告，送請該管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

第二十二條之一 加害人於徒
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
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
有再犯之危險，而不適用刑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監獄
、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
報告，送請該管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軍事法

一、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
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
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為避
免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並符審檢分隸原則，法院
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於
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院

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
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
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
預防仍無成效，而不適用刑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該管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檢具相
關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軍事
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

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
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
療。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
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
預防仍無成效，而不適用刑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該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
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檢
具相關評估報告聲請法院、

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之檢察機關名
稱仍維持未「去法院化」之
「地方法院檢察署」，仍易
生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爰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規
定，以資明確。
二、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
治療。
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
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
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
必要。其經鑑定、評估認無

軍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
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
強制治療。
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
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
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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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加害

必要。其經鑑定、評估認無

人、該管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

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加害
人、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停止強制治療。
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
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
療而未按時到場者，處一年

機關得聲請法院、軍事法院
裁定停止強制治療。
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
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第二項之聲請

療而未按時到場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

程序、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
（構）、處所、執行程序、
方式、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
止強制治療之聲請程序、方

第一項、第二項之聲請
程序、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
（構）、處所、執行程序、
方式、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

式、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
成等，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
關定之。

止強制治療之聲請程序、方
式、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
成等，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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