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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91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亭妃、何志偉等 19 人，為強化「社會安全網」核
心及鑑於日前嘉義鐵路殺警案一審判無罪，主要是採取鑑定
意見，認為被告行為人沒有辨識能力，本來被告在押，但因
判無罪後依法規定不可羈押；雖判決 5 年強制監護，但全案
仍可上訴，也很難執行，在這種情形下，法制上確實需要補
充不足的地方。另外，為妥善執行保安處分，其處所之設置
及戒護人力之運用，應於本法明定之，以符時需，並符合司
法院釋字第七九九號解釋意旨。又為使監護處分之執行，得
以依受處分人情況予以多元處遇，並得視受處分人治療、照
護、輔導等情況予以彈性變更，爰規定多種執行方式，以供
檢察官指定最符合受處分人之處遇模式，並於必要時，得變
更執行方式；另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內，應予定期評估
，審認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以保障其人權。爰擬具「保安
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使監護處分運作順暢，並
維護公共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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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六條

條

文

因有刑法第十九

現

行

第四十六條

條

文

說

明

因有刑法第十九

一、為使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

分得依受處分人情況予以多
元方式之處遇，爰修正現行

，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
下列一款或數款方式執行之

，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
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

條文，列為第一項規定，明
定檢察官應按受處分人情形

：
一、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

及其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處
所。

，指定其中一款或數款方式
執行之，以資明確。

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
受治療。

二、因刑法第十九條心智缺陷
者或刑法第二十條之人，與

二、令入精神復健機構、精
神護理機構接受精神照護

刑法第十九條精神障礙者實
質上監護需求及方式不同，

或復健。
三、令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受處分人屬心智缺陷者或刑
法第二十條之人，執行監護

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護
或輔導。

處分得以令入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使受

四、接受特定門診治療。
五、其他適當之處理措施。

處分人接受照護或輔導；屬
於精神障礙者，病因及病情

檢察官為執行前項規定
，得請各級衛生、警政、社

輕重亦多有不同，檢察官自
得視其情況令入司法精神醫

會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人員協
助或辦理協調事項。

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
構接受治療，或令入精神復
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接受
精神照護或復健，或僅接受
特定門診治療，亦得為其他
適當處遇措施，例如交由最
近親屬照護即可或命其定期
向檢察署或警察局報到等，
爰明定第一項各款規定多種
執行方式，以富彈性。
三、為免檢察官指定第一項之
執行方式時，執行處所拒絕
收受受處分人，而無法令入
監護處分執行處所，造成社
會風險，及為順利執行第一
項多元處遇、分級分流規定
與流動、迴轉機制，檢察官
得請各級衛生、警政或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人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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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辦理協調事項，以達監護
處分之目的，並建立完善之
社會安全網。
第四十六條之一

檢察官為執

一、本條新增。

行監護處分，於指定前條第
一項之執行方式前，得參酌

二、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時，
為指定適合受處分人之處遇

評估小組之意見。
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分

方式，於指定前條第一項之
執行方式前，得參酌評估小

期間內，認有必要時，得依
職權或前條第一項各款受指

組之意見，以求周延。又為
使監護處分裁判確定後能即

定者之請求，變更執行方式
。變更時，得參酌評估小組

時執行，乃賦予檢察官得參
酌評估小組意見之裁量權，

之評估意見。
前二項評估小組之組成

以符時效，爰為第一項規定
。

、其委員資格、遴（解）聘
、評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期間
內，視受處分人治療、照護

之辦法，由法務部於會同衛
生福利部意見後定之。

、輔導等情況及其病情惡化
或好轉程度，認有必要時，
得依職權或前條第一項各款
受指定者之請求，變更適當
執行方式。變更時，檢察官
得參酌評估小組之評估意見
，以符合受處分人適當之處
遇模式，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有關第一項、第二項評估
小組之組成、其委員資格、
遴（解）聘、評估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
法務部定之，爰為第三項規
定。

第四十六條之二 執行監護處
分期間，檢察官應依刑法第

一、本條新增。
二、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分期

八十七條第四項所定評估期
間，將受處分人送請前條第

間，為瞭解及掌握受處分人
執行情形及執行效益，應予

三項所定評估小組評估有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

評估，以保障受處分人權益
，故規定應由檢察官依刑法

檢察官為延長或免其處
分之執行聲請時，得參酌前

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八十七
條第四項所定評估期間將受

項評估小組之評估報告，並
得徵詢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各

處分人送請前條第三項所定
評估小組評估，以審認有無

款受指定者、最近親屬、醫
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繼續執行之必要，爰為第一
項規定。另監護處分期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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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社工
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之意見

延長者，該延長期間亦屬於
監護處分期間，自屬當然。

。

三、另刑法修正草案修正條文
第八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監
護處分之期間為五年以下；
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得聲請
法院許可延長，或於執行中
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為使
檢察官延長或免其處分之執
行聲請時，有所依據，得參
酌前條第三項所定評估小組
對受處分人所作之評估報告
，並得徵詢修正條文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各款受指定之執
行監護處分者、最近親屬、
醫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社
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之意
見，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六條之三

監護處分期

一、本條新增。

間屆滿前二個月內，檢察機
關應召開轉銜會議，將受處

二、為避免受處分人於監護處
分期滿回歸社區後，當地主

分人轉銜予當地衛生、警政
、社會福利、教育、勞動主

管機關未能即時因應而引發
社會問題，檢察機關應於監

管機關，由各該主管機關依
權責提供受處分人就醫、就

護處分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內
，召開轉銜會議，將受處分

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
、心理諮商等事項。

人轉銜予當地衛生、警政、
社會福利、教育、勞動主管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所屬衛生、警政、社會

機關。而有關監護處分人於
監護處分期滿後，其就醫、

福利、教育、勞動主管機關
應指定主管級人員參與前項

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
療、心理諮商等事項，事屬

會議，如認受處分人屬於他
轄，應於參與前項會議後，

各該主管機關權責與專業，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職權提

再轉銜至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

供相關服務，使受處分人安
全復歸社會，以形成有效社

檢察機關召開第一項之
會議，應優先著重社會安全

會安全網，爰增訂第一項。
三、本條所稱當地，指執行監

網核心而審慎處之，並通知
更生保護會參與，更生保護

護處分之檢察機關所在地。
為順利轉銜受處分人，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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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依更生保護法辦理保護
事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屬
衛生、警政、社會福利、教
育、勞動主管機關應指定人
員參與第一項會議。又為免
各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所屬前揭機關承辦人員往返
奔波，且使各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間聯繫機制運作
順暢，出席機關如認受處分
人屬於他轄，應於參與前項
會議後，再轉銜至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辦理，爰
增訂第二項。
四、為達更生保護，檢察機關
召開第一項之會議，應通知
更生保護會參與，更生保護
會得依更生保護法辦理保護
事項，爰增訂第三項。

委 277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8

