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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83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曾銘宗、費鴻泰等 23 人，鑒於營利事業單位或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設置之管理委員會，自聘保全之情事日
益增加，加以勞動基準法修正施行後，高度勞動密集之保全
業人力需求缺口擴大。為建立健全的保全業管理機制，提升
保全人員素質，增加人力運用彈性，並加強產業專業發展空
間及工作機會，爰擬具「保全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保全業法於中華民國 80 年 12 月 30 日制定公布，歷經 7 次修正。除現有約 970 家保全業外
，單位自行聘僱保全人員情事日益增加，為提升保全人員素質，且鑒於 105 年 12 月勞基法
修正施行後，造成保全業人力需求缺口擴大，惟發展面臨重大瓶頸，保全業界生存發展受
限，為符合專業人力需求及產業未來發展，爰提出以下條文修正草案：
一、單位自聘保全人員應檢附申請書、安全維護計畫書，並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審查許可後，始得聘僱保全人員。（增訂第五條之一）
二、實施保全人員證照制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十條之二）
三、撤銷或廢止原合格證書。（增訂第十條之三）
四、調整保全人員之在職訓練制度。（增訂第十條之四）
五、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保全業評鑑，公布結果並據以實施獎勵措施。（增訂第十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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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條之一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申請自行聘僱保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全人員之單位，應檢附申請
書、安全維護計畫書，向直

二、鑑於自聘保全之情事日益
增加，除營利事業單位外，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查許可後，始得聘

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所設之管理委員會亦有自聘

僱保全人員。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保全之情事，然前述單位因
非屬保全業，故其所聘保全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擔
任保全人員者，於本法修正

人員之職前與教育訓練、身
分資格、乃至勞動權益，恐

施行後得繼續擔任之，並應
自本法修正施行起五年內完

為政府管理之漏洞。
三、為加強政府監督管理，單

成前項審查許可。

位自聘保全應檢附申請書、
安全維護計畫書，並依保全
業法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經審查合
格後，發給設立許可證，始
得聘僱保全人員。
四、惟考量現行自聘保全人員
多有經濟弱勢者，是以第二
項明定本法施行後五年以為
日出條款，以降低對其經濟
生活之影響衝擊。

第十條之一

保全人員從業前

第十條之二

保全業僱用保全

一、將現行第十條之二之條次

應接受職前專業訓練並經職
能測驗合格，取得中央主管

人員應施予一週以上之職前
專業訓練；對現職保全人員

調整為第十條之一。
二、因保全業之業務特性及工

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書，始得
從事保全工作。

每個月應施予四小時以上之
在職訓練。

作性質與重大公益有密切相
關，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

前項專業訓練方式、課
程內容、測驗科目、辦理方

安全並提升保全人員素質，
爰實施「保全證照制度」，

式、合格證書核發、換發、
補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從業前須受職前訓練並經測
驗合格，取得合格證書後始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得於保全業擔任保全人員或
接受自行聘僱為保全人員。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任

三、增訂保全業因應取得證書
之「過渡期間」條款，以保

職之保全人員，於本法修正
施行後得繼續擔任之，並應

護其信賴利益及工作權益。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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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取得保全人員合格證書
；屆期未取得者，應即予解
職。
第十條之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十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本條條次由第十條之一調

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發給
保全人員合格證書。但其情

者，不得擔任保全人員。但
其情形發生於本法中華民國

整為第十條之二。
二、鑒於「保全證照制度」之

形發生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
施行前且已擔任保全人員者

實施，爰將本條保全人員之
消極資格，調整為核發保全

前且已擔任保全人員者，不
在此限：

，不在此限：
一、未成年或逾七十歲。

人員合格證書之消極資格，
並修正第一項文字。

一、未成年或逾七十歲。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肅清煙毒條例、麻醉藥

三、單位自行聘僱保全人員者
，知悉所屬保全人員有第一

、肅清煙毒條例、麻醉藥
品管理條例、毒品危害防

品管理條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亦應即
予解職，爰修正第二項。

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

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

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之罪，或刑

、洗錢防制法之罪，或刑
法之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

法之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
一百八十條、第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條、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

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六條

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六條
之一、第一百九十條、第

之一、第一百九十條、第
一百九十一條之一、妨害

一百九十一條之一、妨害
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

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
章、第二百七十一條至第

章、第二百七十一條至第
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

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百七
十八條之罪、妨害自由罪

十八條之罪、妨害自由罪
章、竊盜罪章、搶奪強盜

章、竊盜罪章、搶奪強盜
及海盜罪章、侵占罪章、

及海盜罪章、侵占罪章、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恐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恐
嚇及擄人勒贖罪章、贓物

嚇及擄人勒贖罪章、贓物
罪章之罪，經判決有罪，

罪章之罪，經判決有罪，
受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

受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
告，或其刑經易科罰金、

告，或其刑經易科罰金、
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

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
、受罰金宣告執行完畢，

、受罰金宣告執行完畢，
或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

或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
此限。

此限。
三、因故意犯前款以外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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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故意犯前款以外之罪
，受有期徒刑逾六個月以

，受有期徒刑逾六個月以
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

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
行或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

行或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
未滿一年。但受緩刑宣告

未滿一年。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四、曾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

四、曾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
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

。
保全業知悉所屬保全人
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即予解職。自行聘僱保

保全業知悉所屬保全人
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即予解職。

全人員之單位，亦同。
第十條之三

保全人員有下列

一、本條新增。

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撤銷或廢止原核發處分並

二、增訂有關撤銷或廢止保全
人員講習合格證書之規定。

公告註銷其合格證書：
一、有第十條之一不得擔任

三、對於遭廢止人員，限制其
考取考取期間，參酌公寓大

保全人員情形。
二、經查獲三次無正當理由

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四
條「三年內未曾因違反本條

，拒不參加第十條之四在
職訓練。

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其認可證者」之期間限制，

三、將保全人員講習合格證
書提供他人使用。

爰於違反三年內不得重新考
取證書。

前項保全人員自廢止處
分之日起三年內，不得重新
取得講習合格證書。經撤銷
處分者，亦同。
第十條之四 現職保全人員每
六個月應接受在職訓練。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現行每月應施予四小

前項在職訓練時數、內
容、師資及實施方式，由中

時以上之在職訓練規定，過
於僵化，且部分公司礙於經

央主管機關定之。

費、師資或本身消極敷衍不
願配合等原因，使教育訓練
流於形式。為加強落實保全
人員教育訓練，將每月在職
訓練改為六個月施行一次，
並授權主管機關配合證照制
度，妥善規劃在職訓練方式
及內容，以提升整體保全業
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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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應定期辦理保全業評鑑，保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區別保全業之良莠，健

全業不得拒絕接受評鑑；評
鑑結果應公告周知，經評鑑

全保全業體質，藉由評鑑制
度將保全業分級管理，並逐

優良者，應予獎勵。
前項評鑑及獎勵相關事

步淘汰不良業者，爰新增保
全業評鑑制度，主管機關應

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定期辦理評鑑、公布結果並
據以給予稅負優惠、大型標
案優先承包資格等實質獎勵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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